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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究西拉雅花環獲華碩科教獎

2015-08-02 08:41 
聯合報記者邵心杰／東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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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戰神團隊訪談在地耆老，硏究在地花圜技藝，榮獲華碩科教獎。圖／西拉雅戰神團隊提供

西拉雅族Halu花環的製作，也可以成為科學研究的題材。東山吉貝耍Talafula西拉雅戰神團

隊經半年訪談及研究，首次參與原住民華碩科教獎獲獎外，訪談時拍攝的照片也獲最佳攝影

奬。

西拉雅戰神團隊由吉貝耍工作室負責人段洪坤指導，成員段堯方、段欣余、段勝駿以「西拉

雅花環製作之比較研究」為題，從科學角度出發，展開實驗、對照，並分赴番仔田、六重溪

及吉貝耍部落訪談。

除了三地花材不同，各有不同文化意涵之外，花材冰在冰箱？泡酒精？泡醋好呢？團隊成員

逐一測驗，與泡水組對照、比較。同時，成員訪問花環製作達人86歲的段美女，紀錄技藝及

文化性，段洪坤說，除了科學研究之外，這項計畫也深具文化傳承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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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山吉貝耍「Talafula(西拉雅戰神）」團隊獲頒二僭獎

【記者林忠平台南報導】「第六屆原住民族雲端科學展覽－
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典禮，今日在台南一中舉行，來自
全國各地的國中、小學原住民學生，以科技會友齊聚一堂，
其中來自東山吉貝耍的「Talafula(西拉雅戰神）」團隊，以西
拉雅族傳統祭典所用的Halu(花環）為題材，進行科學研究，
除獲頒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同時他們研究過程所拍攝的照片
也獲得最佳攝影獎；首次參加就獲得二個獎，成為會中焦
點。應邀致詞的賴清德市長一再戚謝各方努力，他並指出，
今年也是台南市西拉雅族正名年，為了正名，台南市政府不
惜打憲法官司，希望西拉雅族成為國家法定的原住民之後，
為台灣做出最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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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華碩科教頒獎典禮移師台南

觀看次數/ 162 次

2015-07-24 【巴朗台南市】

小中大

第六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典禮今年移師到台南，還特別邀請西拉雅族吉貝耍的祭司為
大會祈福，這次人選科教獎的學校和團體總共有十六隊，研究主題包含蜂膠、黃藤、小米和馬
告等，

他們運用現代科學分析祖先的傳統智慧，今年有兩個特別的參賽隊伍，第一個是首次參加的台
南本地西拉雅戰神隊，以西拉雅族花環製作保存為主題，另一個就是在家自學的屏東的大社原
鄉守護小組，以石板屋的科學為主題，雙雙都獲得了最佳攝影以及佳作的獎項。

（大社原鄉守護小組成員地夫拉安·非給樣排灣族：

你們這次是研究什麼？

石板屋的秘密還有那個石板屋的科學，

你覺得這個過程你有什麼戚想？

就都學到了，

就是我們排灣族石板屋的科學，

然後怎麼去疊一個石牆，

對！然後怎麼讓石牆更穩固。）

（西拉雅戰神成員段堯方西拉雅族：

做夢也想不到會得獎真的！

我想說我只是來這邊坐泠板凳都不會得獎，

不過很高興能夠讓評審認同，

然後我們也覺得，

這樣子會讓大家認同我們西拉雅族，

對！希望這樣子對我們的，

整個官方正名有影響有幫忙。）

台南市長賴清德也鼓勵同學努力將原住民族的科學發表。

（台南市長賴清德：

我們希望未來原住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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