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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31 101 傳媒/原住民華碩科教獎提供原民創意展現平台 
 

 

  



 
 

3 
 

2017.07.31 大成報/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在國立雲科大頒獎 

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在國立雲科大頒獎 

 

【大成報／雲林縣報導】 

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基礎，結合大學學術研究能量，發現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智慧，第八屆原

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典禮 29 日上午，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禮堂隆重登場，活動一開始由教

育部蔡清華次長、雲林縣長李進勇、副縣長丁彥哲、教育處長梁恩嘉、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

等嘉賓，一同與布農族族耆老司金武引領祈福。 

 

李進勇縣長表示，原住民在許多領域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可以說是台灣社會上最充滿活力

與創造力的族群。雖然過去比較少看見原住民在科學上所展露天份，但感謝華碩文教基金會

與傅教授這八年來的努力，提供如此良好的平台，讓原住民的創意與知新有機會展現，並期

許這些原住民小朋友，將來能夠在科技上發光發熱，為原住民族群與台灣爭光，更為人類創

造更大的福祉。 

 

教育部蔡清華次長表示，感謝清華大學與傅教授多年來在人文上的關懷，引導原住民族中小

學生善用資訊通訊科技的應用技術，展現自身族群的文化、生活智慧與自信，表示由衷的敬

佩，也期許未來台灣第一位諾貝爾提名是原住民。蔡次長進一步指出，108 年課綱已緊鑼密

鼓的展開，未來會賦予學校更多的彈性時間，期許老師能夠利用彈性與校本的課程，鼓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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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從生活周遭找到題目。 

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表示，「原住民雲端科展」2013 年開始增設「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

讓每個團隊的3分鐘研究歷程影片有一個特別的平台可以展現，同時從小培育科普傳播人才；

這都是聘請國內知名的導演擔任「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評審，他們對小朋友的作品都讚美

有加，並期許將來能針對這些影片，舉辦原民族新秀科學影展。2015 年第六屆原住民雲端科

展國中組第一名的團隊－台南德光中學參加今年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拿下植物學科組第一

名，將代表前往巴西參與國際競賽，學生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原住民的主食小米。 

 

「原住民雲端科展」，是世界唯一的原住民族雲端科學展覽，提供學習機會，提升原住民族

中小學生的資訊與科學素養；頒獎典禮的開場演奏由北港國中管樂隊出動 51 人的大陣容擔

綱，祝賀所有得獎的師生。中場表演由南投縣埔里薪傳舞蹈團與信義鄉潭南國小森巴鼓隊演

出，展現民俗舞蹈藝術文化。 

 

教育部蔡清華次長親自出席頒發「原住民雲端科展」最高獎項「金熊獎」，此競賽展覽總共

分為 12 個主題類別，經過激烈競爭，國中及國小組各選出金熊獎一組、銀熊獎一組、銅熊獎

一組、佳作獎四組、人氣獎一組。(雲林縣政府提供／記者張秦華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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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30 HiNet 新聞/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在國立雲科大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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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30 中華社區報刊聯合新聞網/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競賽在雲林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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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9 新頭殼/原民文化結合科學小米也有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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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9 幸福雲林電子報/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競賽善用科技展現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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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9 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競賽善用科技展現族

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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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9 國立教育電台/原民科學家樂鍇勉不要因為數學不好放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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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9 中華日報新聞網/原民華碩科教獎頒發通訊科技應用受矚目 
 

 

逸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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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9 今日新聞/原住民華碩科教競賽善用科技展現族群文化 

 

援助民華碩科教競賽  善用科技展現族群文化 

記者洪佳伶/雲林報導 2017/07/29 22:52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729/2594577 

 

布農族族耆老司金武引領李縣長與嘉賓們一同祈福。（圖／記者洪佳伶翻攝 , 2017.07.29） 

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基礎，結合大學學術研究能量，發現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智慧，第八屆原

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典禮今(29)日上午在雲林科技大學大禮堂隆重登場，活動一開始由布農

族族耆老司金武帶領下，與教育部次長蔡清華、雲林縣長李進勇、副縣長丁彥哲、教育處長

梁恩嘉、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等嘉賓一同祈福。  

李進勇表示，原住民在許多領域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可以說是台灣社會上最充滿活力與創

造力的族群。雖然過去比較少看見原住民在科學上所展露天份，但感謝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傅

教授這八年來的努力，提供如此良好的平台，讓原住民的創意與知新有機會展現，並期許這

些原住民小朋友，將來能夠在科技上發光發熱，為原住民族群與台灣爭光，更為人類創造更

大的福祉。 

https://www.nownews.com/author/59528096b7a05b2fa409c5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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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為現場參賽同學勉勵。（圖／記者洪佳伶翻攝 , 2017.07.29） 

蔡清華感謝清華大學與傅教授多年來在人文上的關懷，引導原住民族中小學生善用資訊通訊

科技的應用技術，展現自身族群的文化、生活智慧與自信，表示由衷的敬佩，也期許未來台

灣第一位諾貝爾提名是原住民。蔡次長進一步指出，108 年課綱已緊鑼密鼓的展開，未來會

賦予學校更多的彈性時間，期許老師能夠利用彈性與校本的課程，鼓勵學生從生活周遭找到

題目。 

教育部蔡清華次長頒發「原住民雲端科展」最高獎項「金熊獎」。（圖／記者洪佳伶翻攝 , 2017.07.29） 



 
 

17 
 

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表示，「原住民雲端科展」2013 年開始增設「最佳研究歷程影片

獎」，讓每個團隊的 3 分鐘研究歷程影片有一個特別的平台可以展現，同時從小培育科普傳

播人才；這都是聘請國內知名的導演擔任「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評審，他們對小朋友的作

品都讚美有加，並期許將來能針對這些影片，舉辦原民族新秀科學影展。2015 年第六屆原

住民雲端科展國中組第一名的團隊－台南德光中學參加今年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拿下植物

學科組第一名，將代表前往巴西參與國際競賽，學生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原住民的主食小米。 

南投縣埔里薪傳舞蹈團表演。（圖／記者洪佳伶翻攝 , 2017.07.29） 

「原住民雲端科展」是世界唯一的原住民族雲端科學展覽，提供學習機會，提升原住民族中

小學生的資訊與科學素養；頒獎典禮的開場演奏由北港國中管樂隊出動 51 人的大陣容擔

綱，祝賀所有得獎的師生。中場表演由南投縣埔里薪傳舞蹈團與信義鄉潭南國小森巴鼓隊演

出，展現民俗舞蹈藝術文化。  

蔡清華頒發「原住民雲端科展」最高獎項「金熊獎」，此次競賽展覽總共分為 12 個主題類

別，經過激烈競爭，國中及國小組各選出金熊獎一組、銀熊獎一組、銅熊獎一組、佳作獎四

組、人氣獎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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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信義鄉潭南國小森巴鼓隊表演。圖／記者洪佳伶翻攝 , 201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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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9 民視新聞/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參賽作品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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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蕃薯藤 yamNews/全球唯一原住民族雲端科展第八屆原住民雲端科展

頒獎典禮 7/29 日隆重登場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2017/07/27  

由華碩文教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電視台、雲林縣政府共同主

辦的「第八屆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將於 7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

禮堂（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舉行。歡迎所有關心科學教育與原住民族教育的

大眾來參加，為所有獲獎的原住民族師生與耆老慶賀。  

 

█世界首辦的原住民族雲端科展  

2009 年開始辦理第一屆「原住民雲端科展」，目前依舊是世界唯一的原住民族雲端科學展

覽。主辦單位是清大、華碩文教基金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報名參賽的

作品件數逐年增加，今年是第八屆，又再創參賽件數新高。參加團隊組合非常多樣化，有跨

校與跨區域的合作，我們看到平地的原住民孩子和部落的原住民孩子合作完成作品，也有不

同學校教師合力帶領不同學校的孩子組隊參加，更有家長或部落耆老與學校教師共同擔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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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老師，不必受學校與區域的限制，可跨校組隊。。  

「原住民雲端科展」主辦人，並係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傅麗玉表示，「第八屆原

住民雲端科展」從報名、撰寫研究日誌、繳交作品、線上評審、線上互評到視訊評審，孩子

們都是運用學校網路進行，不必經由學校報名，免去部落到都會之間的路程交通問題，也節

省家長的開支，家長耆老擔任指導老師，帶領原住民孩子研究科學，參與評審的原住民族耆

老們與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們，都不斷鼓勵「原住民雲端科展」要繼續辦下去。  

 

傅麗玉教授表示，「原住民雲端科展」2013 年開始增設「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讓每個

團隊的 3 分鐘研究歷程影片有一個特別的平台可以展現，同時從小培育科普傳播人才；這都

是聘請國內知名的導演擔任「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評審，他們對小朋友的作品都讚美有

加，並期許將來能針對這些影片，舉辦原民族新秀科學影展。2015 年第六屆原住民雲端科

展國中組第一名的團隊－台南德光中學參加今年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拿下植物學科組第一

名，將代表前往巴西參與國際競賽，學生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原住民的主食小米。  

 

█相關部會貴賓與原住民族傑出人才齊聚一堂  

頒獎典禮正式開始前，由布農族族耆老南投縣信義鄉司金武耆老引領祈福，所有貴賓代表將

上台與耆老一起祈福。包括科技部、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與

原住民族電視台、華碩文教基金會代表，以及雲林縣政府的代表來賓致詞與頒獎。  

 

傅麗玉教授表示，教育部蔡清華次長將親自出席頒發「原住民雲端科展」最高獎項「金熊

獎」，金熊獎的獎項內容很豐富，包括個人獎狀獎牌，還有華碩基金會贊助的團隊獎金 6 萬

元與每人一台電腦，其他獎項也有豐富的獎金與獎品；獲獎的孩子們運用所獲得的獎金與電

腦，加上擔任視訊評審的原住民耆老與科學家們的建議，讓他們屢屢在後續的縣市科展甚至

全國科展獲獎，也因此有機會得到更好的升學機會。  

 

出席「原住民雲端科展」的貴賓，還包括原住民族委員會楊錦浪科長、科技部大眾科學教育

與科學傳播科楊明儀科長、國立清華大學林聖芬副校長與李清福副教務長谷辣斯．尤達卡

Kolas Yotaka 委員國會辦公室林衢成先生、原文會-原住民族電視台 Yedda Palemeq執行

長與瑪蓋丹經理、華碩電腦公司張木財品質長、華碩文教基金會張雁筑主任、泰雅族美食皇

后古屏生老師以及國立成功大學排灣族科學家樂鍇‧祿璞崚岸教授都將上台致詞頒獎。  

 

█原住民雲端科展獲獎團隊穿著族服盛裝出席  

「原住民雲端科展」得獎的獎項，包括由參加團隊網路票選的「最佳人氣獎」、知名導演評

選的「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佳作」、「銅熊獎」、「銀熊獎、「金熊獎」。就像電影

金馬獎與電視金鐘獎的方式，評審團與主辦單位則是非常地保密，在完成評審工作，評審團

簽名後，隨即彌封各獎項的得獎名單。身為主辦人的清華大學教授傅麗玉就說，「我也不知

道各獎項的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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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前，只公布整體得獎團隊與作品，但是不公布獎項與得獎主，必須在頒獎典禮現

場，由各獎項的頒獎貴賓當場分別宣讀獎項的得獎者。因此，頒獎典禮現場總是免不了驚喜

的尖叫聲。依照往年的典禮慣例，所有獲獎的團隊都穿著族服出席，以彰顯本族的榮耀與自

信心。  

█傑出學校與跨校部落團隊、部落耆老與教師獲表揚  

今年「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即將邁入第九年，九年當中，有些學校團體非常積極參與，長期

投入，甚至有耆老與教師連年帶領學生，以部落的傳統自然智慧為題材，在部落進行科學研

究，開發學習教材。這是非常難得的表現。  

 

█在地的雲林縣北港國中管樂隊擔綱開場演奏與現場全程配樂演奏  

自古以來，雲林北港地區音樂藝文風氣興盛，以培育音樂人才出名的在地雲林縣北港國中管

樂隊出動 51 人的大陣容擔綱「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的開場演奏與現場全程配樂演

奏。北港國中是全縣唯一同時擁有室內、外管樂隊的國中，與社區互動密切，經常參與社區

大小活動， 2017 年北港迎媽祖擔綱演出。也在全縣室外管樂隊比賽，勇奪特優第 1 名。  

 

█南投縣埔里薪傳舞蹈團與信義鄉潭南國小森巴鼓隊擔任中場表演  

在地深耕 30 年，多次在全國舞蹈比賽獲獎，最近連獲國際奧林匹亞編舞獎首獎，並在去年

世界舞蹈大賽中，在 480 個參賽團隊中入圍前 9 強。今年 8 月獲邀參與秘魯第 35 屆秘魯阿

雷基帕市國際舞蹈節文化交流演出。8 月 11 日即將出發，舞出台灣之美，薪傳舞蹈團希望

將台灣優良的民俗舞蹈藝術文化，嶄露在國際舞台上。  

 

潭南國小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目標。在老師與部落耆老指導下，推展布農母語、傳統歌

謠、舞蹈等課程。2014 年 2 月成立森巴鼓社團，希望讓學童藉由森巴鼓，培養節奏與律動

能力，發揮布農族人音樂天賦，建立自信與學習的熱情。經常應邀演出。  

 

(圖由「原住民雲端科展」主辦人傅麗玉教授提供／薪火相傳-波瓦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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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勁報/全球唯一原住民族雲端科展第八屆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

7/29 日隆重登場  

 

全球唯一原住民族雲端科展第八屆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 7/29 日隆重登場 

天生科學家的科展 引領原住民族孩子登上國際科展第一名 

 

(圖由「原住民雲端科展」主辦人傅麗玉教授提供／愛線 Keliw_wawa nu Kiwit 的研究照片。) 

【勁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2017/07/27 

由華碩文教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電視台、雲林縣政府共同主

辦的「第八屆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將於 7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大

禮堂（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舉行。歡迎所有關心科學教育與原住民族教育的

大眾來參加，為所有獲獎的原住民族師生與耆老慶賀。  

 

█世界首辦的原住民族雲端科展  

2009 年開始辦理第一屆「原住民雲端科展」，目前依舊是世界唯一的原住民族雲端科學展

覽。主辦單位是清大、華碩文教基金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報名參賽的

作品件數逐年增加，今年是第八屆，又再創參賽件數新高。參加團隊組合非常多樣化，有跨

校與跨區域的合作，我們看到平地的原住民孩子和部落的原住民孩子合作完成作品，也有不

同學校教師合力帶領不同學校的孩子組隊參加，更有家長或部落耆老與學校教師共同擔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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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老師，不必受學校與區域的限制，可跨校組隊。  

 

「原住民雲端科展」主辦人，並係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傅麗玉表示，「第八屆原

住民雲端科展」從報名、撰寫研究日誌、繳交作品、線上評審、線上互評到視訊評審，孩子

們都是運用學校網路進行，不必經由學校報名，免去部落到都會之間的路程交通問題，也節

省家長的開支，家長耆老擔任指導老師，帶領原住民孩子研究科學，參與評審的原住民族耆

老們與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們，都不斷鼓勵「原住民雲端科展」要繼續辦下去。  

 

傅麗玉教授表示，「原住民雲端科展」2013 年開始增設「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讓每個

團隊的 3 分鐘研究歷程影片有一個特別的平台可以展現，同時從小培育科普傳播人才；這都

是聘請國內知名的導演擔任「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評審，他們對小朋友的作品都讚美有

加，並期許將來能針對這些影片，舉辦原民族新秀科學影展。2015 年第六屆原住民雲端科

展國中組第一名的團隊－台南德光中學參加今年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拿下植物學科組第一

名，將代表前往巴西參與國際競賽，學生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原住民的主食小米。  

 

█相關部會貴賓與原住民族傑出人才齊聚一堂  

頒獎典禮正式開始前，由布農族族耆老南投縣信義鄉司金武耆老引領祈福，所有貴賓代表將

上台與耆老一起祈福。包括科技部、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與

原住民族電視台、華碩文教基金會代表，以及雲林縣政府的代表來賓致詞與頒獎。  

 

傅麗玉教授表示，教育部蔡清華次長將親自出席頒發「原住民雲端科展」最高獎項「金熊

獎」，金熊獎的獎項內容很豐富，包括個人獎狀獎牌，還有華碩基金會贊助的團隊獎金 6 萬

元與每人一台電腦，其他獎項也有豐富的獎金與獎品；獲獎的孩子們運用所獲得的獎金與電

腦，加上擔任視訊評審的原住民耆老與科學家們的建議，讓他們屢屢在後續的縣市科展甚至

全國科展獲獎，也因此有機會得到更好的升學機會。  

 

出席「原住民雲端科展」的貴賓，還包括原住民族委員會楊錦浪科長、科技部大眾科學教育

與科學傳播科楊明儀科長、國立清華大學林聖芬副校長與李清福副教務長谷辣斯．尤達卡

Kolas Yotaka 委員國會辦公室林衢成先生、原文會-原住民族電視台 Yedda Palemeq執行

長與瑪蓋丹經理、華碩電腦公司張木財品質長、華碩文教基金會張雁筑主任、泰雅族美食皇

后古屏生老師以及國立成功大學排灣族科學家樂鍇‧祿璞崚岸教授都將上台致詞頒獎。  

 

█原住民雲端科展獲獎團隊穿著族服盛裝出席  

「原住民雲端科展」得獎的獎項，包括由參加團隊網路票選的「最佳人氣獎」、知名導演評

選的「最佳研究歷程影片獎」、「佳作」、「銅熊獎」、「銀熊獎、「金熊獎」。就像電影

金馬獎與電視金鐘獎的方式，評審團與主辦單位則是非常地保密，在完成評審工作，評審團

簽名後，隨即彌封各獎項的得獎名單。身為主辦人的清華大學教授傅麗玉就說，「我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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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各獎項的得獎名單！」  

 

頒獎典禮前，只公布整體得獎團隊與作品，但是不公布獎項與得獎主，必須在頒獎典禮現

場，由各獎項的頒獎貴賓當場分別宣讀獎項的得獎者。因此，頒獎典禮現場總是免不了驚喜

的尖叫聲。依照往年的典禮慣例，所有獲獎的團隊都穿著族服出席，以彰顯本族的榮耀與自

信心。  

 

█傑出學校與跨校部落團隊、部落耆老與教師獲表揚  

今年「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即將邁入第九年，九年當中，有些學校團體非常積極參與，長期

投入，甚至有耆老與教師連年帶領學生，以部落的傳統自然智慧為題材，在部落進行科學研

究，開發學習教材。這是非常難得的表現。 

 

█在地的雲林縣北港國中管樂隊擔綱開場演奏與現場全程配樂演奏  

自古以來，雲林北港地區音樂藝文風氣興盛，以培育音樂人才出名的在地雲林縣北港國中管

樂隊出動 51 人的大陣容擔綱「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的開場演奏與現場全程配樂演

奏。北港國中是全縣唯一同時擁有室內、外管樂隊的國中，與社區互動密切，經常參與社區

大小活動， 2017 年北港迎媽祖擔綱演出。也在全縣室外管樂隊比賽，勇奪特優第 1 名。 

 

█南投縣埔里薪傳舞蹈團與信義鄉潭南國小森巴鼓隊擔任中場表演  

在地深耕 30 年，多次在全國舞蹈比賽獲獎，最近連獲國際奧林匹亞編舞獎首獎，並在去年

世界舞蹈大賽中，在 480 個參賽團隊中入圍前 9 強。今年 8 月獲邀參與秘魯第 35 屆秘魯阿

雷基帕市國際舞蹈節文化交流演出。8 月 11 日即將出發，舞出台灣之美，薪傳舞蹈團希望

將台灣優良的民俗舞蹈藝術文化，嶄露在國際舞台上。 

 

潭南國小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目標。在老師與部落耆老指導下，推展布農母語、傳統歌

謠、舞蹈等課程。2014 年 2 月成立森巴鼓社團，希望讓學童藉由森巴鼓，培養節奏與律動

能力，發揮布農族人音樂天賦，建立自信與學習的熱情。經常應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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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科技生活/全球唯一原住民族雲端科展第八屆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

禮 7/29 日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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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7 原視新聞/原民華碩科教獎賓茂首參賽入圍 2 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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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2 自由時報/探討日本禿頭鯊傳說賓茂國中獲華碩科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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