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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    無懼的臺中原力
榮耀 ˙美好城市

臺中，聚積老、中、青三代原住民朋友，質樸認真的生活態度，反映

在土地、文化、文學、教育、技能、美食、藝術上，彼此用盡自己最大的力

量，創造一座城市的無限精彩。

築夢踏實，走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因為堅持信念而勇敢，勇者無懼，

正是《原曜臺中》的原力精神。

在生活百業中，原住民朋友在各領域展現自己的專業，給予大臺中市

民更有質感的美好生活。生活也許忙碌，也許短暫失焦，他們的人生故事可

以為您加點油，打打氣。

微笑 ! 讓我們用熱情感染整座城市，臺中市政府一直與您同在，一起邁

向美好心生活。

臺中市長

盧秀燕

從山區到都會區，原住民百分之百熱情能量讓臺中這座時尚之城，閃閃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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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    前進的文化能量
原曜 ˙臺中

臺中市具有多元的自然地理與人文歷史，在空間與時間的交錯下，發

展出具有深度與光度的原住民文化特色及創意產業，這豐富能量光芒綻露，

散發光彩照耀整座大臺中城市。

本會刊物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發行 10 期，

為了能更深入在地生活與文化特色，刊物於 2021 年全面改版，原刊物名稱

《樂活中原》更名為《原曜臺中》，撰寫報導內容跳脫傳統政令宣導方式，

改以貼近民眾生活及關心議題，啟發性及旅遊內涵兼具之報導為主，以饗大

臺中長期支持本期刊讀者，讓讀者為之驚豔，一起感動 !

本會預期透過本刊物的內容報導，邀請大家跟著「曜點聚焦」、「原

曜特寫」、「美好生活」、「翻轉教育」、「原思泉湧」，探訪臺中精彩的

原民風采、人物故事、時尚原藝，一起品味玩樂，感受這股原源不絕的文化

能量與創意活力的傳遞。

刊物除了實體發行外，更結合電子書在 issuu 同步上架，並以 QR 

Code 連結，讓讀者能快速連結至臺中市政府原民會官網與粉絲專頁，更多

的活動資訊及採訪互動都在粉絲專頁推播，讓訊息管道更多元。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益陸

( 法制局長 李善植 . 主任委員 林益陸 . 運動局長  李昱叡 . 副市長 陳子敬 . 建設局長 陳大田 ) 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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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臺中市政府市政新聞

使用大豆環保油墨
符合國際環保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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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追求知識．突破自我

李昱叡局長是來自臺東的阿美族人，從小喜愛

運動，也因此成為運動績優保送生進入臺北體育學

院，同時對於知識的追求不曾間斷，高考及格後也

努力取得教育部公費留學的機會，赴美國北科羅拉

多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至今仍然維持學習的信念持

續精進專業知識，抱持著從實作中學習，務實且踏

實的態度來面對每一件事務。

對運動有夢想的原住民朋友，李昱叡局長建議

可向眾多原住民優秀運動員學習，例如亞洲十項鐵

人楊傳廣、舉重世界紀錄保持人郭婞淳、臺灣跨欄

男神臺中之光陳傑，因為他們都是在承受極大壓力

的環境中，在逆境成長茁壯，勇於超越成功挑戰自

我。

他也同樣用這樣的精神來推動臺中運動，例如

108 年成功籌備全國原住民運動會、109 年全國運動

會臺中排名創歷史最佳全國第三獲得行政院長獎、

110 年全民運臺中排名全國第一獲得總統獎；創設績

優運動選手獎助金機制；推動臺中足球園區、壘球

園區；打造國民運動中心、兒童運動中心及臺中巨

蛋等重要運動軟硬體建設工程等，均實事求是，不

斷透過實務工作反覆修正，相信大臺中運動發展能

穩健地朝目標邁進。

熱誠面對未來

   寫下自己的精彩

激發自我

身為臺中市政府唯二的原住民首長，臺中市政府運動局李昱叡局長非常感謝市長盧秀燕重視原住民發展，

讓自己能肩負重任，為大臺中市民服務。

臺中市政府
運動局局長
李昱叡

學歷：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哲學博士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畢業

經歷：

教育部體育署署長室 / 競技運動組科長

教育部體育司專員、科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科員

臺北市三民國小體育教師、體育組長

臺中市市長盧秀燕與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李昱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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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曜特寫‧ People

身心均衡發展．促進健康與活力

李昱叡局長分享，平常自己會透過參與運動來

可以促進身體與心理的均衡發展，自主鍛鍊讓身體

健康，才能培養身體力行的好體質。臺中的運動發

展在盧秀燕市長推動下有相當多優質的運動場域，

而他自己在關心運動場域維護管理或者賽事活動籌

辦的過程中，也親自到場實地巡檢，例如太平祥順

運動公園、潭子區運動公園、大里運動公園、土牛

運動公園、清水鰲峰山自由車場、北屯太原足球場、

豐原體育場、北屯網球中心、洲際棒球場等均是他

常前往籌辦運動賽事的場合。而 109 年更特別增設

北屯多功能運動草皮、烏日多功能運動草皮，作為

推展市民多元運動使用；109 年盧市長正式啟用臺

中第一座「長春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非常適合

市民朋友全家大小，一起去運動。

另外這二年來大臺中體育活動多元，例如路跑

與馬拉松、職棒、職籃、足球聯賽、排球聯賽、壘

球聯賽、棒球聯賽、迷你足球、迷你網球、女性運動、

斯巴達障礙賽、斯巴達小勇士、街舞、電子競技、

攀岩等活動豐富，顯示臺中運動發展蓬勃，都是可

以讓大家參與促進身心健康的活動好選擇。

發揮天賦．珍惜祖靈恩賜

我們原住民有樂天、活潑、愛音樂、舞蹈、

藝術及運動等先天特質，我想這些天賦是我們要

好好珍惜發揮的，千萬別浪費了祖靈的恩賜。

青年引領著潮流

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
期許年輕世代都能：

1. 相信自己堅持理想

2. 建立健康強健體魄

3. 為成功找正確方法

4. 勇於面對未來挑戰

5. 把握當下珍惜分秒

期許我們都能激發自我，熱誠面對未來，

為自己寫下精彩的樂章！
與臺中市令狐榮達副市長一同出席原住民活動 , 來自臺東的李昱

叡，從小喜愛運動

2019 第 29 屆亞洲棒球錦標賽於臺中洲際棒球場舉辦，中華隊睽違

18 年奪下冠軍獎盃，盧秀燕市長全程觀賽加油，並擔任頒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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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無懼 有夢想就堅持
柔道榮耀 極致態度
2020 東京奧運男子柔道 60 公斤級銀牌 - 楊勇緯，歷經

每一次比賽，總會持續累積經驗值，自我反問 : 進步了

什麼 ? 缺少了什麼 ? 應該補強什麼 ? 

切記 ! 跟自己比較，才是最重要的決勝關鍵。

柔道精神，如影隨形

生長於柔道世家，受柔道選手媽媽的薰陶，楊俊

霆 ( 兄 ) 追隨進入柔道世界，接著楊勇緯 ( 弟 ) 跟隨哥

哥腳步，也進入柔道殿堂。

柔道是一項全方面發展、訓練協調的體育運動，

學習柔道要先奠定基本功，而所謂的基本功就是透過專

業教導訓練自己，被摔時如何運用一些緩衝動作保護自

己免於受傷，學會此技能才可以摔練別人，因為已懂得

保護自己和陪練方。任何運動都有危險因子，最重要也

是最基礎，要先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楊勇緯希望能讓大家看見柔道箇中精神，因為一

路走來，柔道讓他改變很多，也從中學會正確的運動家

態度精神，改變他的人生觀，這股正能量將會如影隨形

一輩子。

楊俊霆 ( 左 )，楊勇緯 ( 右 )

楊勇緯
排灣族

世界排名第 9名，全國排名第 1名

2021年 7月 2020東京奧運 -60kg銀牌

2021年 4月 亞洲大洋洲柔道錦標賽 -60kg 銀牌

2021年 4月 安塔利亞柔道大滿貫 -60kg 銅牌

2021年 3月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柔道 -60kg 金牌

2020年 11月 全國大專運動會柔道 -60kg 金牌

2020年 2月 德國杜賽道夫柔道大滿貫 -60kg 銀牌

2019年 11月 大阪柔道大滿貫 -60kg 銅牌

2019年 10月 全國運動會（桃園）柔道 -60kg 金牌

2019年 9月 烏茲別克塔什干柔道大獎賽 -60kg 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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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曜特寫‧ People

勇士同心，無所懼怕

兄弟在柔道路上彼此切磋技能、互相砥礪扶

持。征戰無數戰場，楊勇緯心中對家人無私的愛跟

無限支持有著滿滿感謝，更謝謝默默陪伴他的教練

和超強陪練團 ( 哥哥跟學弟 )。一直以來，楊勇緯

視哥哥楊俊霆的摔功為學習目標，也是他的典範標

竿。遇到低潮期時，總有一個崁自己過不去，楊勇

緯和楊俊霆很慶幸能有彼此鼓勵陪伴突破，找回勇

氣。

每場比賽都是在學習，更是成功的墊腳石，

不斷累積經驗，把得失看輕，把自己看重一點，學

會怎樣面對失敗，並從國際賽事各個技能經驗直豐

富的選手身上學習汲取他們的優點，能學多快就多

快，努力讓自己與眾不同 ! 面對未來，兄弟意志融

為一體，沒有你我之分，信念一致，身為排灣族勇

士，他們將持續精進挑戰奧運金牌，無所懼怕 ! 

磨練成就，主場優勢

從以前到現在，好勝心強驅動著楊勇緯的熱

血；不想輸，更是支持自己邁向世界柔道舞台的原

動力。這個因素，讓他不想輸給別人而不斷練習精

進技術，因此就讀國小時，楊勇緯就立下奧運金牌

目標，然後努力往這條路發展，這條路有坎坷也有

困難挫折，一步一腳印扎實能力自己，因為有這些

挫折、失敗的經驗才能化作前進成功的滿滿能量。

他告訴自己，要在比賽當下盡最大努力不多想任何

事，盡情享受努力付出的過程。

記得，有一次小比賽，自己被秒殺落敗。當

下他責怪自己為什麼輸了，但內心有股聲音要他停

止抱怨，因若一直陷在那樣的情緒旋窩中，就無法

正視問題贏得勝利；所以，他選擇抽離自己的情緒

告誡自己還得繼續比賽，這不會是人生唯一或最後

一場比賽，絕對不是終止線，警惕自己跨越阻礙繼

續堅持下去，接著按照自己經驗想法判斷去克服迎

戰，並按照教練的教導、訓練逐步調整節奏步調，

會發現自己變得很不一樣。於是，他再次找出自己

的優勢，然後放大他，琢磨自己技術上，會感受到

自己的進步，同時也是一種成就感。

青春可貴，創造精彩

有夢最美，夢想，在楊勇緯堅定眼神中閃閃發

光。

此次，楊勇緯初戰奧運就為臺灣贏得首面獎

牌，頒獎時看到自己國家的會旗在台上飄揚時更是

感動不已，他用勇者無懼的態度精神讓全世界看見

臺灣柔道，也創造臺灣柔道輝煌時刻 !

出發東京奧運前，楊勇緯對於參與奧運這項

國際指標性賽事，感到非常開心，因為這是一個很

棒的機會，但他也告訴自己以平常心面對，好好發

揮多年賽事及練習累積的經驗值，畢竟自己才剛起

步，不能因為一個奧運而自滿，人生還有很多考驗

等著挑戰，每場賽事都要把握當下表現最好的自

己。

楊勇緯勉勵分享，每個年輕的自己都有無限可

能，青春難得可貴，好好認識自己，發掘自己與生

俱來優勢，用智慧想法，追逐夢想，有夢想就堅持，

機會與精采是自己創造的 !

楊勇緯選手榮獲 2020東京奧運男子
柔道 60公斤級銀牌，為臺灣柔道史
上首面奧運獎牌 !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 左為楊俊霆，中為楊勇緯，右為曾裕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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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榮耀
臺中市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110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於 3 月 22 日在宜

蘭圓滿落幕，今年競賽項目區分為原住民族傳統民

俗運動及原住民族擅長的競賽，共兩大類 17 項運

動項目，臺中市代表隊共 425 名選手，每名被遴

選選手，都是臺中市最優秀的原住民運動健將。

臺中代表隊盡心竭力為臺中爭光，爭取最高

榮譽，勇奪 13 面金牌殊榮。其中，「田徑項目」

贏得 4 面金牌；「柔道項目」贏得 5 面金牌；「跆

拳道項目」贏得 2 面金牌；「角力項目」贏得 1

面金牌；「傳統路跑項目」贏得 1 面金牌，展現臺

中市原住民活力無限，也期盼大家突破自我、展現

運動精神，以自己為榮，持續榮耀臺中，創造精采

生命篇章。

臺中市楊子敬副市長與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

員林益陸一同出席授旗典禮

林榮進議員、黃仁議員、臺中市陳子敬副市長、臺中市政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益陸與朱元宏議員一同出席授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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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

柔道
角力

傳統
路跑

跆拳道

臺中之星 13金 光芒

青少年男子
個人賽

田睿祥

公開男子組
自由式第一級

許永葳

公開男子組
400 公尺

陳傑

公開男子組
400 公尺跨欄

陳傑

青少年男子組
800 公尺

田睿祥

青少年男子組
1500 公尺

田睿祥

青少年男子組
第一級

吳柏陽

青少年男子組
第三級

陳亭旭

青少年女子組
第二級

賴妤蕎

青少年女子組
第六級

柯筱菁

公開組男子
第一級

楊勇緯

青少年男子組對打
73 公斤以上級

謝志祥

青少年女子組
品勢個人組

林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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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傳習教室教學

鄉土語言，從泰雅族語開始

族語，是族群發展的基礎，蔡瑞斯老師感受到

原住民族青年人口外移、耆老凋零、泰雅族語使用

率極低，文化傳承面臨危機。

因此，開始思考可以怎樣克盡職責，透過實務

經驗，從語言教學著手推廣泰雅族語言，慢慢於聽

說讀寫上，溝通交流、理解文化，進而延續文化命

脈。

有意義的事，勇敢行動

對於蔡瑞斯老師而言，族語推廣是一份極具意

義的行業，並且視為使命，因此當他得知有這樣的

職務需求時，便決定加入原住民語言推廣大家庭。

臺中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於大雅區原住民族

文化館設立「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中心」，目前進用

7 名族語推廣人員 ( 阿美族 4 名、排灣族 1 名，泰雅

族 1 名、原鄉和平區 1 名 )。蔡瑞斯則派駐和平區公

所，負責該任的語推工作。

蔡瑞斯
泰雅族

臺中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語言推廣人員

聆聽 文化心跳聲
族語大聲說

今年 3 月加入臺中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族語推廣行列，蔡瑞斯老師成為派駐臺中市 29 行政區唯一原鄉自治區

「和平區公所」，也是目前唯一派駐原鄉的族語老師，肩負泰雅族語推動重任，期許奉獻一己之力，帶動族人

大手牽小手，一起大聲說出自己的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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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點聚焦‧ Focus

傳承文化寶，從小扎根

到任至今，短短 3 個月，蔡瑞斯老師已具體推

動多項事務，促使他深刻體認「族語學習推動，不

能再等 !」。

推動事項可歸納為八個面向，「族語學習家庭」

目的在於培植家庭共同參與族語學習，以家庭為單

位，從家庭、社區到教會一一拜訪，擇定 4 家推動，

蔡瑞斯老師很感謝大家的認同參與，給予他前進的

動力。

「族語傳習教室」主要配合社區、在地協會、

和平區公所辦理族語教授，以考取專業證照為主。

「族語聚會所」為泰雅族文化挖寶，透過共同長輩

訪問，將耆老、長老的文化記憶、技藝記錄下來，

挖掘珍貴文化寶永續傳承。「營造族語友善環境」、

「協助機關推動族語復振工作」主要協助部落雙語

公文翻譯、現場部落會議即席翻譯、實用性文宣 ( 例

如三級疫情措施雙語翻譯 ) 。同時，也落實族語學習

從小扎根，「輔導族語保母」在於輔導族語保母，

全程使用族語照顧 1 足歲以上至 5 歲未就學之原住

民幼兒，並教授幼童基本族語單詞、對話。另一方

面，透過「協助教會推動族語學習」連結推動族語

查經、族語司會等內容。「語料採集」針對個人專

業領域之耆老、文化工作者、族語老師訪問記錄並

製作雙語字幕影像，例如 Mlyap 狩獵文化收集。

全家一起學，族語好有趣

經觀察發現，族語的學習從小學開始還來得及，

再藉由小孩回家帶動家長學習說族語，成效非常好，

因此蔡瑞斯老師鼓勵父母與小孩共讀共學，互相砥

礪學習族語，他內心期許，透過族語推廣能慢慢累

積創造更大回響，讓更多家庭願意一起加入族語學

習，也誠摯邀請與蔡瑞斯老師有共同目標的朋友們，

歡迎加入族語推廣行列，更期待能培育出社區族語

老師，帶動族語熱潮，深耕每一社區學習園地。

線上學族語，推廣不間斷

防疫不停學，族語推廣配合 Covin-19 防疫政

策，雖然暫停族語傳習教室、族語聚會所、協助教

會推動族語學習等容易群聚的推廣業務，其他族語

家庭、營造族語友善環境、協助機關推動族語復振

工作、族語保母、語料採集，仍持續採遠端輔導、

線上教學方式進行，推進學習進度，族語推廣課不

容緩，因時制宜，學習熱情才能滾動前進。

Pcingan ke :

Pucing na ke, isu ru kun snaqun ta mqyanux ｀hitu 

nbu zik skutaw,´ laxiy ngungu ru s´nkux kiy ！

Nway Utux Kayal ga pgleng ta ttuqiy nya, pyugiy 

pinnqas squ sinrwiyan itan. Klokah ta rmuruw ke 

´Tayal ru gaga ta.

Pgleng ke: 

Skiyup nku linhuyan ke ita Tayal ga Qalang Thitun. 

Qutux qutux zzyuwaw ga ` mmuyaw,  ́` qqalang,  ́

｀s l i tan na qa lang Hoping,´  ｀mlahuy,´ 

｀kkyokay,´ ｀pinqzyuwan na bbnkis,´ kwara 

pcyuwagun qaniy, biqan ku tzyuwaw ga mqbaq, 

mqbaq ga tzyuwaw. Ru cyux maki  saz ing 

sinngusan, te qutux, pqbaq qutux qutux mmrkyas 

ru mmkrakis baq kman ke Tayal; sazing, msqun 

smaku ru sinbilan gaga ta Ta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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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醫師關懷長者

假牙審查委員
興達牙醫師診所
負責人
朝輝雄

學歷 :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經歷 :
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110.04 卸任 )
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福爾摩沙植牙學會專科醫生

人生百味，厚實堅強的毅力

一路走來，求學過程充滿波折與艱辛，曾經面

臨退學打擊、經濟拮据、三餐不繼、籌不出小孩學

費，朝輝雄醫生花了 17年才當上牙醫師，酸甜苦辣，

箇中滋味，他領略甚多，卻也把吃苦當吃補，並感

念謹記過程中師長、貴人的相挺相助，因此更珍惜

一切，常警惕自己的小孩，要把握所擁有，擁有了

就要持續堅持。

朝輝雄醫師在民國 61 年高中畢業後即考上原

住民養成計畫的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公費生，不過

3 年半後面臨被退學，緊接著去服兵役，並結婚、生

小孩，人生接段不斷推進，卻也陷入找不到好工作

的窘境，於是在家人鼓勵下誠實書本，考上中國醫

藥大學的藥學系，與太太遠從花蓮縣萬榮鄉搬來臺

中度過 2 個月學生生活，太太工作他讀書相互扶持

陪伴。眼看孩子一天天長大，一事無成，自己心中

激起一個想法，覺得自己已結婚有孩子卻還在唸大

學，因此跟家人討論，下定決心再好好念書重考一

次，努力有了好成果，朝輝雄醫師考上台北醫學大

學牙醫學系自費生，註冊時發現自己和同學已有 8、

美好人生 從齒開始
口腔保健零距離

朝輝雄醫師經歷艱辛歲月的洗鍊，成為首位考上牙醫執照的原住民牙醫，並開始從事口腔衛生推廣，至今 20

多年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持續在自己的崗位上推動口腔衛生推廣，因為「對的事，就堅持做下去」是

他唯一的信念 !

9 歲年齡差距，更警惕自己一定要加油。

太太一路陪伴工作貼補家用，6 年苦讀歲月，

經濟相當拮据，生活費、孩子養育費用、大學註冊

費，壓得生活喘不過氣，也曾出現一些冷嘲熱諷，

質疑他年紀這麼大還在讀書，物質與心理層面的煎

熬讓生活相當辛苦，如果問他，究竟什麼力量讓朝

醫師挺過難關，他表示要特別感謝那些年挺身相助

陪伴的師長，這些生命中的貴人幫他爭取提供學習

上的書籍、儀器、耗材，給他溫暖力量，有堅強毅

力熬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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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中牙醫師公會授贈感謝狀

曜點聚焦‧ Focus

堅持不懈，奉獻所能回饋社會

經過那麼多波折，考上牙醫學系後朝醫師只有

一個想法，因為知道那種苦，所以告訴自己，既然

老天爺給他機會，就要好好堅持下去。畢業後受老

師引薦，到當時臺中沙鹿的童綜合醫院任職，跟著

老師進行實務學習累積經驗，朝醫師回憶，當自己

知道考上牙醫執照瞬間，相當激動而感動落淚，因

為 17 年的辛苦終於繳出好成績。

朝醫師許下心願，要用畢生力量去奉獻所能，

無論在童綜合醫院或衛生所，皆獲得大家信任，並

應大家要求民國 83 年間在大安開業提供服務，多餘

時間更加入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擔任 20 年主

委及 3 年理事長，今年 4 月甫從理事長卸任，推動

偏遠地區、身心障礙、預防保健的口腔衛生推廣，

更關心原住民區域大小朋友的口腔保健狀況。他認

為，原住民朋友的需求就是自己的需求，會盡力爭

取，以自己的專業協助原住民朋友提升口腔知識及

提供相關訊息。

期許未來，多一點同理心 +關心
朝醫師觀察，不管是花蓮家鄉或者大臺中原住

民，早期因經濟環境不佳、資訊傳遞不便，造成口

腔衛生保健知識不足，無法得到及時治療，牙齒出

現狀況確是等有錢再做的認知。

有鑑於此，他的角色在於用真誠的心把專業展

現出來，傳遞政府相關補助訊息，推廣相關衛教協

助大家，希望有更多新生代原住民朋友投入牙醫師

行業，期許大家多用同理心去看待原住民的口腔保

健，多一份心關懷原住民朋友的口腔醫療及生活需

求，讓生活品質向上提升，不論老少，改善口腔衛

生，才能有健康身體，才能重建自信心，提升生活

品質重拾生活交際樂趣。

對於自己的承諾，朝醫師逐步實現夢想，不問

付出多少只求自己盡力付出，也呼籲大家呵護自己

的口腔衛生，除了假牙，各種疾病引起的牙周病現

象更需要重視和解決，正確的口腔維護保養觀念要

從小扎根，從生活中落實，對的事，就要堅持不放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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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陽米食   Q彈相伴
美味上桌

民以食為天，自古有句俗諺 :「吃飯皇帝大」，物換星移，今日米食仍然是全民餐桌上必備美味，怎麼吃得安

心是門重要學問。花東縱谷是台灣米倉，好山好水培植出好吃的稻米，夜陽米就是來自花蓮的道地好米，有

生產履歷，可溯源，健康好米不用遠尋，臺中，就吃得到產地契作直送好米。

夜陽之間，汲取大地精華

夜陽，意旨農夫不分晝夜悉心呵護稻穗，並歷

經日陽夜光照射、合宜氣溫、水份交替孕育，夜陽

米因而茁壯。老闆因為母親生病而領悟吃的健康很

重要，一場親人聚會也喚起自己家鄉花蓮栽種健康

米食的記憶，因此重新和花蓮米鏈結，遠赴在花東

淨土「玉里」契作的米農表哥攜手合作，帶回有產

銷履歷的玉里米，要跟居住在臺中城市的朋友分享，

在臺中就可以吃到花蓮玉里秀姑巒溪灌溉孕育好吃

又健康的夜陽米，這就是夜陽米品牌誕生的初衷。

夜陽米商行
楊妮淇/雅蘭
阿美族

營業時間：週一 ~ 週六 08:30-20:00
                  週日 13:30-20:30
電話：04-22354592
地址：臺中市北區太原路三段 78-12號

線上選購 : 夜陽米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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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米把關，安心品質保障

與一般稻米不同，夜陽米系列稻米跟麵包、饅頭一樣，吃起來是實心，口感像糯米那麼 Q，所以非常具

有飽足感，也因為是產銷履歷稻米，消費者可以清楚知道吃下肚的夜陽米品種及產地，為健康把關。夜陽米商

行推廣吃好米，鼓勵大家對自己的身體負責，因為健康就是財富，落實於生活日常，即是用心瞭解食米來源、

栽植過程，維持健康從慎選好米開始。同時，老闆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結合公益服務幫助弱勢團體，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回饋社會，堅持問心無愧只做對的事 !

嚴選小農，新鮮味藏不住

因為珍惜每個緣分，老闆希望

給消費者最新鮮的糧食。

除了夜陽米系列米品有產銷履

認證，其他好物也是嚴選小農現地直

送，例如米作洗潔精、雞蛋、雜糧

等，多元產品皆有經過相關檢驗報告

核可，透過線上線下通路，無論線上

訂購、百貨公司選購或到店採購，食

得安心又實在便利，品質新鮮健康美

味。

獨特口感  因為與眾不同
夜陽米的每粒米都代表健康，

採無毒自然農法栽種，米種血統純正

堅持不混摻其他米種，每一口都嚐得

到純米風味，而且來自玉里的新鮮稻

米，更是現場脫穀碾製包裝，保持米

的新鮮度 。

美好生活‧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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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裡的超正原住民美味

臺中必訪部落風早餐

在臺中這座大城市裡，有處隱身巷弄可以一解原住民料理美味相

思，不用上山，也可以享受片刻寧靜，細細品味有部落 fu 的精緻

原民早餐料理，「姆姆早餐」緩緩陪伴臺中 5 個年頭，持續給予

每位座上賓活力滿滿的一天 !

老闆 !來份原住民風味早餐
顛覆一般大眾的中式、西式早餐選項，「姆姆早餐」給予大

家道地、原汁原味的的原住民風味早餐，希望讓在都市的原住民

不用動手做也能品嚐，居住大臺中的市民不用特地跑到山區部落，

也能吃一頓經典又幸福的原味料理。

布農族老闆貼心規劃普羅大眾會喜歡的料理，主要是目前累

積下來的人氣經典招牌菜色；原住民風味早餐料理，大家可以依

照喜好選擇，老闆有叮嚀，原民風早餐因較耗時費工、食材較特

別，所以要須事先預約。

主廚老闆
全世煌
布農族

營業時間：6:15-12:30
電話：04-24964429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

           國寶街 2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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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 100%，馬告入早餐
「姆姆早餐」的布農族老闆，同時也是知名創作歌手

全世煌，對於全老闆而言，讓大家每天吃到最美味的早餐，

開始一整天的活力是他最大的感動。從草創到現在，5 年多

的營運小日子，他持續調整精進餐點菜色，因為深知有溫度

的食物可以撫慰人心，透過享用他精心準備的豐富早餐，細

細咀嚼，單純的美好滋味將一一浮現，希望帶領大家像走回

山裡部落，感受最真實的原味美食。

全老闆分享，一開始沒有用原民風餐點，經營之後開

始覺得少了點什麼，越做越悶，感覺不像他自己，後來發現

其實就像唱歌一樣，透過音樂創作他慢慢找尋自己，那個自

己就是身上與生俱來的原住民特色，於是原住民的食材元素

陸陸續續一點一滴地帶進來早餐中，運用原住民族的生活中

重要調味料「馬告」和食用植物，融入料理、甜點之中提味，

變化出馬告紅茶、馬告司康、馬告貝果……等百變好滋味。 

吃頓早餐，一起找自己

因為全老闆自己開店又是原住民身分歌手，這

樣的雙重身分帶給很多年輕人啟發，他從姆姆早餐

的經營了解自己，才能勇敢做自己，因此也希望自

己的經驗能給予青年朋友更多勇氣去築夢，靠自己

的雙手打拼圓夢不僅帶給自己力量也可以帶給別人

力量。

在經營過程中，歷經不斷自我探尋和失敗經驗

累績，他學習慢慢調整，從美食從音樂裡面找到那

個做自己的平衡點，慢慢找回自己瞭解自己，最後

才能做自己。

再忙，也要吃早頓早餐 ! 全老闆希望透過原味

晨食的烹煮，傳遞滿滿活力，也分享勉勵大家，正

面迎戰相信自己，眼光放遠跳出侷限，才能走出自

我風格特色，而經歷過谷底的力量會讓自己更勇敢

向前邁進，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

美好生活‧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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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咖啡，環遊心世界

宅在老房子

靜謐的巷弄，有著白色木門、斑駁鐵窗、藍色窗框的文青

風老宅格外顯眼，伴隨一陣咖啡香撲鼻而來。我不在家，

正在丹曼咖啡 Dan Man café 品味生活 !

歡迎光臨，請坐 Dan Man
咖啡廳的本質是一棟老房子，這也是其迷人之處。

小高老闆掌握單純、古樸、時空感原則，以木頭妝

點為基調，阿嬤時代的裁縫機巧思家具、木作桌椅等元

素，營造自在放鬆的空間氛圍，希望透過木頭的色調溫

暖每一位旅人。

阿美族的小高老闆曾是臺中市部落大學講師，有天

泰雅族學生分享泰雅族語「丹曼」就是坐下、請坐的意

思，這句話激發靈感，正符合心中想傳達的一份迎賓熱

情，丹曼咖啡之名就此誕生，邀請大家來丹曼，坐下來，

喝杯咖啡 !

Dan Man Cafe
丹曼咖啡
高治緯
阿美族

營業時間：週一 ~ 週六 10:00~17:00
週日 12:00~17:00
不定時店休

電話：04-23726807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5 巷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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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沖淬鍊，獨享濃醇味

店內咖啡以日式 - 金澤式手沖法，搭配專屬獨家手沖壺，小

高老闆分享，如此能用最少水量作萃取濃縮咖啡，持久保留咖啡風

味，即使冷藏後再沖泡熱水或注入冰水，口感如現沖，風味依舊濃

郁。

除了現場一窺特殊手沖技法，「碗裝咖啡」更是令人驚豔，

若是來店內用，小高老闆會送上古意瓷碗盛裝咖啡，這是一份熱情

待客的心意，也藉此傳遞這棟老宅咖啡廳的溫暖溫度，摻著滿滿人

情味的濃醇咖啡味，此刻獨享。

喝咖啡，環遊世界

丹曼咖啡主打中南美洲、非洲、亞洲三大洲咖啡，每一國家

每一個產地，因為氣候、生長條件差異性，香氣跟口感也都不同，

即使是同一產地，今明兩年的咖啡豆風味也會有差別，於是多元產

隱藏版美味，超人氣

於是，他調整步伐跟策略，思考出如何在咖啡市場差異

化吸引目光，那就是甜點，以甜點帶咖啡，也因此研發出隱

藏版創意飲品、手作甜點，例如充滿浪漫愛意的冰角咖啡、

有著日式蒸蛋口感的蒸布丁、震撼感官的搖擺小山丘……，

成為全台文青、網美朝聖打卡夯點。有了策略，最重要的是

與顧客關係的互動，一句問候、一種分享、一個回饋等，都

是老房子鏈結老客戶的關鍵，要懂得真誠對待，用心陪伴 !

跨越，發掘自我優勢

丹曼咖啡坐落在寧靜巷弄中，單純只

想讓每一位旅人享受一杯咖啡的純粹，開

業至近邁入第 7 年，談起前 4 年的辛苦歲

月，小高老闆的語調有點情緒起伏，因為

那段日子最慘淡的業績是 1 天只賣一杯咖

啡。

如今回想，曾經有那麼瞬間差點跨不

過去那個崁，但他感謝自己勇敢支撐起自

己，可以說是堅持，也可說是因為內心不

服輸，他很認真努力經營這個事業，卻還

是還無法成功，幾經思索不斷看書瞭解問

題癥結點尋求解答，後來小高老闆發現，

一切似乎忽視是源自於自己沒有用對方法，

因為成功除了努力，其實還要懂得創造機

會運用自我優勢凸顯特色，吸引聚焦。

美好生活‧ Life

地造就咖啡豆風味豐富具變化性。店內丹曼咖咖啡豆都是自家烘焙，目前每月提供約 15 至 20 支咖啡單品，個

個都是小高老闆精心嚴選推薦，且每月咖啡品項會不定時更新，給予味覺新鮮感受。

來到丹曼咖啡，點餐非常簡單，「花茶」、「拿鐵卡布」、「酸的咖啡」、「不酸的咖啡」四種，再依

心情喜好選豆，想苦一點、熱情奔放的或者酸中帶甜的，咖啡師都可以滿足需求，烹煮出專屬於你的咖啡滋味。

小高老闆希望讓咖啡走入每個人的生活，即使不能出國，也可以來丹曼喝咖啡環遊世界，一年 12 月嚐遍

各種咖啡，幸福 100%。喜歡，可以在外帶 1 杯，或帶走單品咖啡包，回家，跟閨蜜、好友、家人一起來杯咖

啡旅行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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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美玲
賽德克族

第二屆臺中市工藝師

原住民編織工藝師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駐館工藝師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B1- 纖藝星球 1

• 賽德克族傳統編織美學示範

• 時尚編織包、飾品選購

• 傳統編織教學課程

• 編織 DIY 文化體驗

工匠之手
絲縷間的精緻風格美學

時尚原住民編織品牌

走進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B1，

目光被一片落地窗內的繽紛色彩所吸引，如其館別之名

「纖藝星球 1」，傳遞圖騰藝術的感官震撼與視覺美學 !

編織，一種生活態度

推門而入，駐館工藝師余美玲老師正專注織著

布，在這個藝術場域裡是余美玲老師的教學體驗空

間，是創作空間，也是編織文化的交流展售場域。

編織，對於余美玲老師而言，是一種文化的體現，

更已內斂成為一種生活態度。從記憶中外婆編織技

藝所點滴累積的經驗與智慧，慢慢化為能量讓自己

在面對任何問題，都能冷靜沉思耐住性子找出可行

方案，挑戰不可能的事，她深深瞭解只要有心就能

突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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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圖騰時尚美學

很多時候就一個轉念，就能給予文化創新生命

意涵。余美玲老師以推廣賽德克編織為主，發揚彩

虹橋及祖靈之眼圖騰，一路走來 22 年堅持以圖騰為

織布主角，因熟稔各族文化編織特色和共同處，也

嘗試透過精湛技藝創新把 16 族圖騰融合編織，創作

出與時俱進的生活化編織產品系列，同時也跟其他

藝品師研發時尚穿搭編織包系列作品，顛覆編織圖

騰生命力，打造編織新品牌，展現原住民圖騰之美，

引領圖騰時尚美學風潮。

創作，堅持莫忘初衷

余美玲老師出身賽德克族，921 地震讓原本在

埔里經營的美容業被迫暫停營業，於是回部落裡過

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上生活，不擅農事幫不上

大忙的她，曾被親友開玩笑，要她趕快回去埔里不

要在山上浪費時間。某天，看見清流部落幾位親友

婦女在織布，喚起小時候看外婆織布的記憶，與生

俱來的潛能被激發，不服輸的個性更因此將挑織技

法重現，一織成興趣，也開始盡一切力量學習賽德

克族傳統編織技藝。之後，在大家鼓勵下也成立「臺

灣原住民編織發展協會」，秉持信念，堅持用雙手

持續耕耘原住民編編織工藝技術，精湛技藝也讓日

本人甘願飄洋過海展開編織文化交流。

傳承，甘苦交織美麗

在傳承推廣的過程中，也許艱辛也嚐盡無數苦

頭挫折，儘管腳麻腰痠屁股痛，但她並不害怕，因

為就是一個單純的信念，想把這個技藝傳承下去，

因此再苦都可以忍耐克服。余美玲老師透過記憶還

原與教授傳統編織，從中探尋族群文化的源流，也

讓更多人看見原住民編織文化，同時也鼓勵青年朋

友勇於挑戰自我，謹記心寬路寬，在年輕時候為自

己的文化傳承多耕耘一份心力，未來你也將會以自

己為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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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神話

厚植臺中原住民文學養分

在泰雅文化中的人文體系以山跟河

流為主，所以每一座山、每一條河流都有

屬於自己的名字，那包括祖先是如何遷移

過來的，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因為這些故事讓我們知道祖先是怎麼樣來

到臺中這塊土地生活，然後面臨外部勢力

進攻的時候，祖先是如何共同抵抗，又是

如何在自己的傳統的生活領域裡展現自己

的價值，換句話說，每一個人的價值能充

分被彰顯出來，這才是一個文學最重要的

任務。

在泰雅族的神話裡頭，有兩條河流

一個叫男人河，一個叫女人河。大甲溪叫

做女人河，因為它大概到了中游之後河床

會比較寬廣，流速變慢顯得格外溫柔；大

安溪叫做男人河，其實是因為河道都比較

窄、石頭多，所以流動湍急、奔騰。大洪

水時期消退後才形成了山跟河流，所有

莊稼農作物也通通被被摧毀了，無糧食可

吃，此時就有一隻老鼠跑過來，銜著一穗

小米，跟居民說要種小米，原來這隻老鼠

是天神派遣下凡考驗人類有沒有認真、有

沒有努力、有沒有聽祖靈的話！所以，農

作物收成之後族人會將穀物儲放在穀倉，

穀倉四個高腳柱子才會有擋鼠板設計，防

止鼠輩亂竄以保存小米。當理解這麼豐富

的神話故事其實跟農事生產、泰雅文化都

息息相關，這些都成為非常棒的養分。在

著作《永遠的部落》、《戴墨鏡的飛鼠》、

《迷霧之旅》裡頭可以看得到。 

文學大師
瓦歷斯
諾幹
泰雅族

第九屆臺中文學獎文學貢獻獎

創作涵蓋詩、散文、小說與報導文學

致力於原住民文化發展，

持續推廣原鄉部落寫作與閱讀文化，

持續把原住民文化推向世界舞台。

!

創
作
吧

大
師
領
航  

用
文
學
向
世
界
發
聲

瓦歷斯 ˙ 諾幹是臺中

泰雅族人，也是知名

原 住 民 作 家。2021

甫獲得第九屆臺中文

學獎文學貢獻獎的瓦

歷斯諾幹，其身影出

現在和平國中的教室

內，一群學童繞著老

師開心分享，原來正

在進行寫作互動，原

住民文學播下種苗，

等待茁壯。

文學大師 - 瓦歷斯 ˙ 諾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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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世代‧ Education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無論在山上或是在海邊，特別是原住民小孩

對大自然是最敏感的，他們本來就接觸最多大自然

豐富生態，而且原住民生活跟大自然界息息相關，

這個就是最豐厚的文學資產，例如我們說馬告又稱

山胡椒，如果知道馬告的故事你就可以寫了，因為

知道它有多重要。其實在早期，因為花蓮前山那邊

沒有馬告，中央山脈西側才有馬告，所以東側的太

魯閣族要取得馬告，是以物跟西部原住民交換馬

告，一桶馬告就可以交換女性，產生姻親關係，馬

告等同於聘金。因此如果懂得這背後的故事，就會

知道「馬告不僅只是調味料。」可以有無限的想像

跟發揮空間，成為寫作的靈感來源。 

解放書寫，寫作能力帶著走

瓦歷斯 ˙ 諾幹老師從師專開始，從事文學創作

筆耕不輟，至今已四十年歲月。他的教育核心就是

自由寫作、解放書寫。作文跟寫作不太一樣，寫作

包含作文，但是作文不包含寫作。寫作是要讓孩子

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是一個與生俱來的能力，然

後我們要讓寫作成為孩子在教育的旅途上面可以帶

著走的能力，這個才是寫作。

通過寫作你才有辦法冷靜去整理思緒，寫作可

以讓心沉澱，從教育的心理學解度去解讀，因為必

須要先能夠寫作，閱讀才有效。

到和平國中教寫作，第一步就是要讓學生敢

寫，所謂的敢寫就是他想要寫什麼就讓他寫，他不

會因為寫任何東西就遭到責備，他當然自然就會敢

寫了。只要他敢寫，就要讓他去養成這個習慣，每

天抽一個十分鐘，跟他約定，通常都是讓他在放學

之後找一個十分鐘，也許是睡前的十分鐘，也許是

他寫完作業的十分鐘，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要寫心

情小語也可以，要自己去編個故事也可以。放手，

讓孩子們從害怕書寫中解放，愛上寫作。

流域文學，逐步閃閃發光

2014 年國小教師退休後，一直到去年瓦歷斯

˙ 諾幹老師才真的回到部落。然後他跟大安溪線朋

友討論，發現應該要把自己族群的人文歷史、產

業，還有文學帶進來，推動發展「大安溪學」，同

時也把這樣的概念與和平國中何國旭校長分享，希

望從「大安溪學」逐漸擴展，串聯「大甲溪學」，

讓兩河流域的精彩人文歷史被傳成、被看見 !

因此，長期從事文學創作、文學教育，瓦歷

斯諾幹的目標，就是把原住民文學作為一個民族的

文學，讓它在世界發聲。透過幾次到國外去駐村或

是發表，他發現國際的文學潮流，第一個談的是

「族裔」，第二個談的是「戰爭」、第三個談的是

「生態」，這個是主流，而這三個主流都發生在原

住民文學身上，所以大有可為，於是也慢慢讓新生

代原住民，能夠從文學自我表達裡頭，除了在臺灣

發聲，也希望將這股聲音傳遞到國際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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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實踐老祖宗智慧

和平國中，一座群山擁抱的幸福美地，在各任校長的推動下，致力傳統泰雅文化傳

承工作。自 106 年 8 月 1 日上任後，何國旭校長接棒此重任，取得校內及家長共識，帶

領和平國中邁向「泰雅民族實驗教育」，成為臺中第一所以民族教育為主的實驗學校。

考古學家發現原住民族群已在此百年以上，歷史悠久，我們等於是在實踐老祖宗流

傳下來的智慧，所以，也可說是文化實踐學校，因此校門口有一座彩虹橋意象，也是提醒

大家，飲水思源，不要忘本。

和平國中，何國旭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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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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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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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和平區位於臺中市

東北方，是全市 29

區中面積最遼闊

的區域，有兩河流

域 - 大安溪、大甲

溪貫穿，也是臺中

市唯一的原住民行

政區，原住民以泰

雅族為主。歲月遞

嬗，隨著漢人 ( 客

家人、閩南人 ) 移

入開發，大安溪流

域沿岸尚保有部分

泰雅文化內涵，而

大甲溪流域沿岸因

開發較早，泰雅文

化幾乎因漢化深逐

漸消失中，因此，

泰雅文化傳承刻不

容緩 ! 

和平國中校長

何國旭

那凡‧瓦旦

泰雅族

學歷：

美國紐約州雪城大學諮商師教育研究所碩士（M.S.）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學士（B.Ed.）
經歷：

臺中市立和平國中總務 / 輔導 / 教導 / 教務主任

臺中市第一屆民族教育諮詢委員

第五屆聯合國「世界原住民論壇」臺灣代表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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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國中申請外籍英語教師聘僱計畫，提供學生全英語學習

環境

翻轉世代‧ Education

先鋒，持續滾動出擊

何國旭校長認為，雖然有關族群的素養、族群的理解適合在國小教育落實，但因泰雅族文化沒文字紀錄，

有感耆老消失得快，文化也會跟著消失，與校內教職員幾經討論，決議齊心推動，必然要落實的原因只有一個，

那就是「再不行動，就來不及」。

和平國中扮演領頭羊角色，帶領泰雅族文化傳承奠定基礎向前邁進，計畫一期程共 3 年，107 學年度是

籌備期，108 學年度正式啟動，首先從課程改革著手，採雙軌制教學，既保留會考科目，同時解構非會考科目

時間，融入文化領域 4 大核心課程 : 樂舞與祭典文化、編織與圖騰文化、農耕與家庭生活、狩獵與山林生活，

由老師分組規劃課綱，3 年內把各課綱下已產出 300 多個教案。何國旭校長期盼透過計畫中，新教案的設計規

劃提供附近國小進行示範教學，循序漸進達到泰雅族文化課程的交流滾動，累積推動續航力。

創新，文化學習模式

三年一路走來真的很不容易，學校唯一泰雅族

老師就是何國旭校長，校長非常感謝同仁們願意嘗

試挑戰，無私付出，利用空檔蒐集資料到處去拜訪、

訪談、田調，不斷去認識理解泰雅族文化，過程是

辛苦的，但這不會影響推動文化學習。就像世界各

國都會鼓勵小孩學習原自外國的小提琴，因為大家

認為小提琴是一個很好的涵養，所以願意花時間去

理解小提琴的學習模式，這就像不是泰雅人卻也可

以學習泰雅文化的道理一樣，不會因族群關係產生

偏見，老師們有此共識也具備泰雅族文化素養，這

就是和平國中成功前進的重要動力。

外師，翻轉觀點開闊視野

學生在泰雅文化領域的學習越扎實，就越能

向世界展現泰雅族文化涵養，亦即「越在地越國

際」，學習外語顯得格外重要，結合自身留學經驗，

何國旭校長的瞭解創造外語學習環境很重要，因此

參與臺中市教育局競爭型計畫，提出與和平國小和

聘計畫申請外籍教師，順利從高中以下 300 多間

學校中脫穎而出，成為 10 所入選學校之一。

外師進駐校園後，搭配英文或國際教育課程

上課，因為外師原為記者且遊歷 20 多個國家，除

了英文會話應用教學，更能配合節慶安排課程，透

過分享不同文化打開孩子們的國際視野，例如外師

在感恩節挑選一本繪本「Giving Tree」，帶孩子在

樹下體驗文化意涵；聖誕節帶領大家唱愛爾蘭傳統

歌曲，分享 20 國家過節方式等，豐富國際素養，

全體師生收穫滿滿，因而提升外語學習的自信心與

興趣。

價值，取決於自己對文化的認同

「泰雅民族實驗教育」推動至今第二年，最大

的感動在於某天有位同學跟媽媽說，未來他立志要

當文化傳承者，並付之行動自己掏腰包上網訂簧片

買材料製作口簧琴。身為一個教育推動者，只要有

一個學生想學，我們就會繼續傳承，這也代表和平

國中同仁們的努力，已成功一半，再辛苦都值得。

何國旭校長勉勵青年學子，不要消費原住民的

身份，身上既然流著原住民的血，就千萬別忘記自

己的責任，要去理解原住民文化，去學習然後傳承，

不要忘記自己的本，要記得自己的家鄉在哪裡。每

個族群都有其文化面的獨特優勢，透過理解並認同

它，再用更開闊的心胸接納欣賞不同文化，主體文

化不會牴觸主流文化，這才是多元文化概念的最高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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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自我，人生願景自己努力

古秀英校長的人生歷程，其實就是

終身學習的最佳示範。

因為受父親擔任老師影響，又是家

中獨生女，所以家人寄與厚望，古校長也

不負眾望考上師專，開拓學習視野，看盡

許多人事物後，她發現「自己的人生一定

要靠自己努力」，如同其父親常叮嚀，原

住民沒有什麼背景可以依憑，就是靠自己

努力。

小時候因為不瞭解為什麼原住民被

稱作「山胞」？被稱作「番仔」？求學過

程中聽到這些稱呼，讓她感到非常畏縮

的，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原住民。直到上

了高中、大學以後，才慢慢知道關於原住

民的歷史文化，發現其實原住民才是這片

土地真正最早居住的主人，而社會觀感也

隨著 1994 年國民大會正式將「山胞」改

稱「原住民」逐漸改變了，自己也對於原

住民這個身分感到榮耀而更有自信！

出自同理心，擔任校長期間，會以

身作則多關心原住民學生，譬如學習用他

們的母語溝通，讓他們感受到被尊重，甚

至親子講座時，也會邀請原住民家長來參

與，古校長希望原住民要勇敢走出來，因

為有這樣一位原住民校長，原住民家長感

覺就不一樣，慢慢帶動，大家開始會踴躍

出席活動。

自讀師專畢業，開始當老師後，接觸

了社會百變樣貌，古校長時時督促自我成

長學習，退休後參與部落大學，更發現高

手都在民間，自己像是教育界裡的井底之

蛙，深知要學習的事物太多了，也進而體

悟終身教育的重要性，學習是不分年齡、

種族、性別，只要願意學，永遠不嫌晚。

部落大學
副執行長
古秀英
泰雅族

獲選 2021 年臺中市百位經典女性

經歷 :
圳堵國小校長

臺中市民族教育審查委員

部落大學副執行長 - 古秀英

大半輩子時光投入

教 育 行 列， 從 國

小校長一職功成身

退後，古秀英校長

優雅轉身，持續推

廣終身教育，她燦

爛的笑容裡，可以

感受出那份知足常

樂、活到老學到老

的人生智慧。

!

綻
放
吧

百
大
經
典
女
力‧

不
老
快
樂
學

30



翻轉世代‧ Education

退而不休，活出自己的文化熱情模樣

2021 年，古校長褪下國小校長職務，但退而不

休，從 2020 年開始擔任部落大學副執行長，仍不離

教育這件事，因為雖然國民教育結束了，但現在走

進社會教育、走進部落教育、走進文化教育，甚至

把她自己活成終身教育的最佳範本，一輩子的投入，

不滅的熱情。

古校長分享，部落大學就是像是社區大學一

樣，只是課程內容比較著重在文化探索，也就是原

民文化探索的課程佔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時也會

學習如何產業化和創新意！文化的探索課程，既能

保有傳統文化，並能夠繼續流傳下去，譬如弓箭製

作、阿美族雲肩或情人帶製作、排灣族十字繡、泰

雅族的織布，還有口簧琴製作，這些傳統文化技藝，

不可以流失。部落大學提供 16 歲以上原住民終身學

習，只要報名成功，課程全部免費，課程為期一年，

學員可透過網路、電話、傳真等方式報名，並於年

底 11 月辦理部落大學成果展，臺中部落大學連兩年

拿到全國評鑑優等成績肯定，備感榮耀。

經典女力，用心陪伴每個人生階段

古秀英校長無私的付出，獲選 2021 年臺中市

百位經典女性殊榮！這份殊榮，她覺得首先感謝自

己沒有因別人的質疑而放棄努力，第二個感謝自己

先生的互相砥礪成長，她覺得越刺激你的人要更感

謝他，因為先生先走在前面考上校長，她也得加倍

努力跟上；最後要感謝家人幫忙照顧孩子，無後顧

之憂全力衝刺教育志業。古秀英校長瞭解自己是一

位職業婦女，但相信只要用心去做，突破性別框架，

展現生命韌性與活力，也可以讓家庭、自己共同成

長。古校長勉勵，不管在什麼樣的生活環境學習，

有父母陪伴並給予孩子正確觀念，就是最好的教育

模式，一起快樂學習、持續精進，綻放專屬自己的

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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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本厚厚的書 / 翻開來都是過程
陳芸唏 (Chen, Yun-xi)

Pinyin Romanization( 羅馬拼音 ): 

Yi ben hou hou de shu / Fan kai lai dou shi guo 

cheng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One volume of thick book, 

Flipped it open,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斜斜的瓦歷斯 / 可以讓我們充滿歡笑
黃祈恩 (Huang, Qi-en)

Pinyin Romanization( 羅馬拼音 ): 

Xie xie de Wa Li Si / Ke yi rang wo men 

chong man huan xiao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Unconventional Walis, 

Can fill us with laughters.

ㄧ張照片 / 所有的回憶都記在上面
朱以嫣 (Zhu, Yi-yen) 

Pinyin Romanization( 羅馬拼音 ): 

Yi zhang zhao pian / Suo you de hui yi dou ji 

zai shang mian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One piece of photo, 

All the memories documented upon it.

像吉他弦 / 讓人們可以歡樂高唱
張悅恩 (Zhang, Yue-en)

Pinyin Romanization( 羅馬拼音 ): 

Xiang ji ta xian / Rang ren men ke yi huan 

le gao chang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Just like the strings of a guitar, 

Let people sing out loud with joy.

相信，就能創造 ! 
「玩」出二行詩   

今年的春天，和平國中詩意齊放，無限青春想像繽紛綻放。

臺中市和平區和平國中在何國旭校長與老師的支持及策劃下，自 110 年 3 月 2 日起，由瓦歷斯 ˙ 諾幹老師帶領

七、八年級的學生，進行為期十週的寫作教育。

瓦歷斯 ˙ 諾幹老師認為，寫作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只要能喚醒那份深藏心靈的書寫魂，學生們就能夠寫出有創

意、有想像的故事，從而建立自信、獨立思考與創造力。以下創作分享，透過持續性寫作腦力激盪，每一位學

生開心「玩」出二行詩，相信自己勇敢寫，大家也可以玩得很盡興 !

Prunus H Lee

二行詩教學課程，瓦歷斯 . 諾幹指導

Two-line Poetry Workshop for Young Readers

Instructor: Walis Nokan (a.k.a. Wu, Jun-jie)

Selection of Students´ Composition ( 學生作品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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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思泉湧‧ Writing

大樹：大自然的父親 / 給予動物溫
暖的家
羅品彣 (Luo, Pin-wen) 

Pinyin Romanization:

<Da Shu>

Da zi ran de fu qin,

gei yu dong wu wen nuan de jia.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Great Tree＂

Father of the great nature,

Provides warm dwellings for animals.

無人的街道：一片寧靜的湖 / 清晰
地反映出我封閉的內心
黃庭雅 (Huang, Ting-ya) 

Pinyin Romanization:

<Wu Ren De Jie Dao>

Yi pian ning jing de hu,

Qing xi di fan ying chu wo feng bi de nei xin.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A Street without Passersby＂

A sheet of quiet lake,

Clearly reflects my heart, shut and locked.

長方形：像ㄧ本裝滿各種奇怪符號
的 / 數學課本
張詠晴 (Zhang, Yong-qing)

Pinyin Romanization:

<Chang Fang Xing>

Xiang yi ben zhuang man ge zhong qi 

guai fu hao de,

Shu xue ke ben.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Rectangle＂

Just like a volume filled with various strange 
symbols — Mathematics textbook.

考試卷：當你看到它 / 就知道有ㄧ場
硬戰要打
Tapas Yaboh 

Pinyin Romanization:

<Kao Shi Juan>

Dang ni kan dao ta,

Jiu zhi dao you yi chang ying chang yao da.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A Sheet of Quiz＂

Once you see it,

You realize there´s one hard battle to fight.

星星：撒在夜空中的螢火蟲 / 為我
們展現出閃爍的星空
李婕歆 (Li, Jie-xin)

Pinyin Romanization:

<Xing Xing>

Sa zai ye kong zhong de ying huo chong,

Wei wo men zhan xian chu shan shuo de 

xing kong.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Stars＂

Scattered across the night sky, fireflies

Revealed twinkling starry heavens for us.All the 
memories documented upon it.

冒險：踏出你的舒適圈去冒險 / 所
有的回報都是值得的
Yayut 

Pinyin Romanization:

<Mao Xian>

Ta chu ni de shu shi quan qu mao 

xian,

Suo you de hui bao dou shi zhi de de.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Exploration＂

Step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to explore,

It´s worthy with all those 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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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ㄧ棟房/裡面住著松鼠 
黃祈恩 (Huang, Qi-en) 

Pinyin Romanization: 

Shu: Yi dong fang, li mian zhu zhe song shu.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Tree: A house, with squirrels living inside.

童年：泛黃的照片/我悄悄的聽見歡笑聲 

太陽：偉大太陽/就連向日葵也得向他致敬
何晴 (He, Qing) 

Pinyin Romanization: 

Tong Nian: Fan huang de zhao pian, 

wo qiao qiao de ting jian huan xiao sheng. 

Tai Yang: Wei da tai yang, jiu lian 

xiang ri kui ye dei xiang ta zhi jing.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Childhood: Photos turning yellow, I heard the 
sound of happy laughters in silence. 

Sun: Almighty sun, even the sunflowers have to 
pay respect to him.

時間：雖然花期短暫/但它永遠開
在人們心裡
汪婷萱 (Wang, Ting-xuan)

Pinyin Romanization: 

Shi Jian: Sui ran hua qi duan zhan, dan ta yong 

yuan kai zai ren men xin li.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Time: Even though flowering time is so short, it 

will bloom in people´s hearts forever. 

枕頭：它聽見我的哭聲 / 就會給我
安慰 
Lawa

Pinyin Romanization: 

Zhen Tou: Ta ting jian wo de ku sheng, 

jou hui gei wo an wei.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Pillow: Upon hearing my weeping, 

it pampered me. 

風：在完成夢想時，遇到困難的話
/就讓它跟著風ㄧ起吹走
黃香榕 (Huang, Xiang-rong)

Pinyin Romanization: 

Feng: Zai wan cheng meng xiang shi, yu dao 

kun nan de hua, jiu rang ta gen zhe feng yi qi 

chui zou.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Winds: upon fulfilling our dreams, if 

encounter some difficulty, just let it be blown 

away with winds.

梳子：我將淩亂的煩惱 / ㄧ劃帶過，
換上好心情
Joy

Pinyin Romanization: 

Shu Zi: Wo jiang ling luan de xin qing, yi 

hua dai guo, huan shang hao xin qing. 

Rendition in English by LHL: 

Comb: With one stroke, I comb through 

messy worries, switch to good m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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