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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專輯 

1. 國立教育廣播電台 2014年7月26日報導「北德拉曼、澤敖列 獲原民科教金熊

獎」 

2. 國立教育廣播電台 2014年7月26日報導「林坤杉帶領新美國小 獲4項原民科教

大獎」 

3.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4年7月26日晚間新聞報導「看見族群智慧 14作品獲華碩

科教獎」 

4. 原住民族季刊 第26期 2014年7月3日報導「傅麗玉取材部落生活 點燃學習動

力」 

5.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4年6月7日晚間新聞報導「華碩科教獎 視訊簡報減城鄉

差距」 

6. 更生日報 2013年9月28日報導「原住民傳統知識教育展傳統生活中找到科學 

守護智慧權」 

7.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3年1月26日報導「山中傳奇華碩科教賽茂林國中「金」

讚」 

8. 中時電子報 2013年1月26日報導「部落解密龍葵解酒一級棒」 

9. 大紀元 2013年1月25日報導「從生活文化出發部落孩子創科教傳奇」 

10. 愛高雄的 10000 個理由2013年1月25日報導「科學教育的山中傳奇山上的孩

子太棒了」 

11. 中央通訊社 2013年1月25日報導「科教山中傳奇茂林國中屢獲獎」 

12. 國立教育廣播電台 2013年1月25日報導「文化結合科學茂林國中科教獎掄元」 

13. 中國時報 2013年1月25日報導「科教山中傳奇茂林國中屢獲獎」 

14. 自由時報 2013年1月24日「研究祖母的衣服烏來泰雅生「銀」了」 

15. 聯合報 2013年1月22日報導「研究魯凱族解酒秘方茂林大贏家」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3年1月21日晚間新聞報導「山海智慧科學化20隊獲科教

獎」 

17. 聯合報 2012年12月29日報導「醉魚、解酒入圍原住民科教獎」 

18.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2年12月27日晚間新聞報導「原住民科教獎視訊同步雲端



對話」 

19. 聯合報 2012年9月17日報導「童玩變教案泰雅大陀螺特優」 

20. 更生日報 2012年7月30日報導「三戰全國華碩科教獎春日國小投入傳統捕魚」 

21. 中央通訊社 2012年7月14日報導「探究祖先智慧看見自身價值」 

22. 中央通訊社 2012年7月14日報導「感同身受原民科教從部落出發」 

23. 中央通訊社 2012年7月14日報導「學生志工入山激發原民求知慾」 

24. 聯合報 2012年2月27日報導「華碩科教獎：研究升火文化尖石原民生奪冠」 

25. 東方報 2012年2月24日報導「原住民華碩科教獎花蓮國中小作品亮眼深受青

睞」 

26. 東方報 2012年2月24日報導「我是傳奇-原住民石頭火鍋秀出原住民就地取材

好本事」 

27.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2年2月23日晚間新聞報導「華碩科教獎玉東國中奪銅熊

獎」 

28. 聯合報 2012年2月21日報導「原民科教競賽玉東4學生銅牌」 

29. 聯合報 2012年2月22日報導「建功國小筍殼造紙獲獎」 

30. 聯合報 2012年2月21日報導「建功學童原住民科教獎獲佳作」 

31. 更生日報 2012年2月21日報導「讓孩子不愁交通吃住、免做海報又環保傅麗

玉催生視訊科展偏鄉機會平等」 

32. 更生日報 2012年2月21日報導「孫女得獎激勵春日里長推廣植物染 更賣力」 

33. 更生日報 2012年2月21日報導「全國原民華碩科教獎玉東國中奪銅熊獎」 

34. 聯合報 2012年2月20日報導「原民科展獲佳績部落族人樂翻了」 

35.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1年2月20日晚間新聞報導「華碩科教獎鼓勵學童認識文

化科學」 

36.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1年12月28日晚間新聞報導「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21作品

決選」 

37. 台灣新聞報 2011年9月11日報導「第三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徵件」 

38. 國立清華大學簡訊 2011年1月24日頭版「社會進步的推動基地-清華大學清華

大學與小小原住民科學家」 



39. 原住民電視台 2011年1月20日轉播「第二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典禮」首

映 

40. 原 Young 雜誌 2010年9月號報導「發現部落的智慧與科學原住民雲端科技

大有可為」 

41. 國語日報 2010年7月18日報導「原民兒網路科展部落找題材」 

42. 科學月刊 2010年6月號（PP.474-477）「小小原住民科學家」報導有關原住

民華碩教獎 

43. 中國時報 2009年12月13日報導「網路科展東河國小摘金」（有關原住民華碩

科教獎） 

44. 原住民電視台 2009 年10 月17 日《族語新聞》報導「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人跡罕至之地，路途艱難但風景最美，

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一顆堅定的心！

長期在部落從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傅麗玉，

把原住民族文化融入教育中，

用行動打破「原住民族不適合學數理科學」的刻板印象，

讓孩子從傳統智慧中找到生命力！

毅然投身部落教學的老師

傅麗玉
取材部落生活 點燃學習動力
撰文／張勵德　攝影／林以強　圖片提供／傅麗玉

從
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17年的清華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教授傅麗玉，畢業自臺師大化學

系，原本只是個國中理化老師，偶然的機緣下考

上公費留學，返國後才剛進入清華大學任教，早

年接受苗栗泰安國中校長的請託，到山區部落演

講，從此一頭栽進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研究中。94

年迄今製作了「飛鼠部落」及「再探飛鼠部落」

兩個系列的原住民族 3D科學動畫，榮獲 102年

電視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

回憶起教學契機，傅麗玉臉上帶著一抹微笑

說：「人生真的充滿了偶然！」起因只是一場演

講結束後，她聽到部落耆老及老師感嘆：「原住

民孩子好像不適合學數理！」讓她感到不可思議，

「同樣是人、同樣是孩子，怎麼會因族群不同而

有學習差異？學習應是本能，怎能有原住民族子

數理不佳的刻板印象？」這個困惑促成了傅麗玉

的研究動機，就此，從平地走入山區，一生致力

於部落科學教育。

生活皆智慧 教材俯拾皆是
起初，從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相關題材中找

尋科學概念著手設計教材，希望連結部落文化與

科學，證明原住民族的孩子也能成為科學好手。

深入了解部落生活後，傅麗玉發現，原住民

族生活中其實處處充滿科學，「但為什麼學校的

科學教育從未注意到？」傅麗玉從此發想，何須

捨近求遠，只教西方科學資訊，而放棄原住民族

科學知識，應讓孩子從傳統原住民族智慧中學習，

此種科學教育融入豐富生活經驗，科學觀念更易

被接納，而不只侷限在紙上談兵。連結點線面教

學概念，把原住民族生活裡俯拾皆是的智慧融入

課程，像是孩子最常把玩的竹槍，成為教導虎克

定律的題材；傳統的織布紋路變成數學排列組合

的課材，讓孩子用簡單方式理解科學，進而愛上

學習。舉例而言，以往學校教孩子觀察河水溫度

變化，多半是用溫度計測量，但在部落耆老眼中，

看河水顏色就能判讀水溫高低；讓孩子認識植物，

也不只有課本中的生物分類方法，從原住民族文

化角度剖析，單以植物名就能窺知其意義，因此

以教科書為地基、生活細節為鋼架，科學基礎方

能顯得穩健。

為了推動此一教學，傅麗玉每周親赴新竹尖

石鄉、苗栗泰安鄉的泰雅族部落學校試教，花了

整整 6年時間走進部落，即便一堂課僅短短 2小

時，卻總是讓其耗費 6小時的來回車程，還不包

括事前準備時間，過程艱辛，但如今回想起來，

還是感到充實又滿足！ 

教學網路化 造福偏鄉角落
另外，傅麗玉也至全臺各地偏鄉演講推廣此

教學方案，並為了滿足偏鄉教師能便於運用此教

學方案，在網路還未普及的年代，傅麗玉率先在

現職：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泰雅族世界觀導向之科學學習   
 活動網站開發與研究」計畫主持人

學歷： 臺師大化學系、美國卡奈基美侖大
學應用歷史碩士、美國西維吉尼亞
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經歷：高雄鳳林國中化學教師

　　　 新竹寶山國中莒光分部物理教師
　　　竹科實驗中學化學與電腦教師

傅
麗
玉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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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製作全臺第一個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網站「飛

鼠部落」，部落孩子上網就能學習，也把這種創

新的科學教育觀念散播至各個偏鄉角落。

傅麗玉進一步說，傳統科學學習課本缺乏生

活、文化的連結，對平地孩子或許影響不大，但

對原住民族學童來說，生活充滿先民智慧，然而

進入課本學習時卻與原住民文化絲毫無關聯性，

記憶無法快速累積。傅麗玉說：「部落的學童沒

有補習的機會，以往教學方式放棄連結生活與文

化，只注重課本內容，容易導致原住民孩子學習

動機低落，進而產生不適合學習科學的錯覺，真

的很可惜！」把學習整合部落文化，才能讓孩子

學出興趣、也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部落教學 6年內，幾乎沒有老師走進課堂

觀課，只願意承襲傳統教科書的教學方法，對於

顛覆刻板印象的教學理念，反而顯得格格不入，

甚至抗拒改變。」為了改變師長心態，傅麗玉從

5年前開始從教師培育著手，把部落文化產業、

科學教育和師資培育整合，辦理研習營，多年來

一共培育出二百多位老師，傳遞文化學習觀念種

子，至今師長創意也擴展飛鼠部落網站教學內容，

獲得廣大的回響。

多年部落耕耘已逐漸看見成果，不僅學生的

基測自然科分數明顯成長，95年尖石國中在全國

地球科學展中獲得佳作，之後更連續多年得獎。

她與有榮焉地提到：「曾有一個科展評審老師問

學生為什麼要做尖石鄉的水質檢測？學生天真地

回答『我想要知道家鄉的水是否健康！』這意味

著孩子透過傳統文化學習科學，不但產生興趣，

也開始發自內心關懷家鄉，對部落更有認同感。」 

但受限於經費及資源不足，原住民族學生空

有興趣或理念，卻總難以與平地學童競爭。傅麗

玉突發奇想花了 3年時間研發雲端科展平臺，以

「用網路做科展」，節省製作經費及時間，更透

過管道邀請華碩文教基金會冠名贊助，如今「原

住民華碩科教獎」已經進入第 5屆，成為偏鄉孩

童科學研究的盛事。

推廣科普教育 開始自製動畫
在一次偶然機會下，看見國科會（現今科技

部）推廣科普傳播教育，希望能製作屬於臺灣的

科普教育節目，傅麗玉看準孩子喜歡動畫，大膽

爭取此案，著手打造全世界無人做過的 HD畫質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3D動畫影片。然而經過 3年

的招標，成果有限，索性自己當「老闆」，尋求

國內動畫師、導演，自組動畫團隊，就連大綱、

腳本，也都不假手他人，全部一手包辦。 

回想起來，除了要發想故事之外，還必須融

入正確的原住民族文化以及科學知識，「創意發

想過程真的很痛苦，經常寫到趴在桌上痛哭，連

作夢都在想著主角！」傅麗玉回憶著說。但她不

放棄，團隊努力了 6年，終於完成 7集、全長

154分鐘的「飛鼠部落」系列動畫，全程使用泰

雅族語發音，故事圍繞著主角泰雅族小男孩 tintin

的生活經驗，融入泰雅族文化中的傳統智慧與科

學教材，發展出有趣又生動的故事，在 100年 10

月甫推出就獲得極大好評。

有了觀眾的肯定，也給了傅麗玉繼續堅持下

去的動力，後來她擔任監製，又推出「再探飛鼠

部落」第二系列共 6集動畫節目，更一舉拿下

102年電視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的肯定。傅

麗玉說，能有如此佳績，全是有一群團隊作為創

作支柱。有了成功經驗之後，傅麗玉現在的腦海

中，已有近百個題材醞釀中，誓言要創作出觸控

式繪本，讓孩子能透過新科技學習。

被取名拉娃 已將部落當家
傅麗玉和泰雅族人建立起深厚情感，部落族

人早已將她視為泰雅族女兒，還幫她取名為「拉

娃」的原住民族名字。傅麗玉笑說：「我從小講

話就很大聲，剛到部落大家就叫我拉娃，後來我

才知道這是形容一個講話很大聲、很兇的女人！」

但她很開心族人將她視為親人，她也把每個族人

當作朋友，只要有任何問題找上她，總是二話不

說幫忙，部落彷彿就像是她第二個家。

94年族人送給傅麗玉一個大山豬牙，據部落

族人的說法，山豬牙必須是個勇敢、打過大獵物

的獵人才能擁有，讓她相當感動。「在我心中，

這個山豬牙就像是得到諾貝爾獎一樣榮耀！當時

拿到山豬牙後，馬上接到製作動畫案的機會，或

許山豬牙蘊含著祖靈交付的任務，我很榮幸自己

能夠完成！」

最後，傅麗玉認為，過去教育都希望能夠提

升原住民族的競爭力，但其實有生命力才會有熱

情；有希望才能發揮競爭力。教育應該是讓孩子

追求生命力，從學習中找到熱情，才有持續投入

的動力，競爭力自然就會提升。

傅麗玉強調：「教育不能失去文化根本，把

部落文化融入孩童的思想、血液中，未來孩子長

大才不會忘本，也能以同理心關心部落、故鄉。

期望有一天原住民族的孩子也能以自身力量幫助

別人，把原住民族給予、分享的觀念發揚光大，

人人可以互相幫助，國家社會才能進步，這就是

教育的最終目標！」

3

2

1

「飛鼠部落」動畫是世界首部，也是完全臺灣產學合作的

原住民族 3D科學動畫電影，從 94年開始獲得國科會補助
執行，由傅麗玉擔任製作人，團隊包括部落耆老、著名

音樂家史擷詠、動畫導演陳明河、王世偉等專業人士，

耗時近 6年完成第一系列 7集，全套由泰雅族語發音，
以部落生活經驗為故事架構，透過原住民族文化與智慧

介紹科普知識。第二系列「再探飛鼠部落」更獲得 102
年電視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的肯定。

焦
放映
點
臺灣人打造在地 3D動畫電影

1.  創作《飛鼠部落》時的動畫人偶模型。
2.  創作動畫時，團隊親赴尖石鄉探查，捕捉孩子活潑面容做為參考。
3. 傅麗玉與泰雅族人感情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樣親切。
4. 族人彩繪傅麗玉肖像並以石頭為創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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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社會 

字級設定     

2013-09-28更生日報

原住民傳統知識教育展傳統生活中找到科學 守護智慧權

  圖：國立清華大學傅麗玉教授，拿著竹槍向眾人展

示，她表示竹槍是學物理的優秀教材。（記者李柏霖／

攝） 

記者李柏霖／報導  

花蓮縣原住民族部落大學一○

零二年度部落公共論壇

「Mipafatis原住民族傳統知

識教育展」於昨日上午九點

在台灣原住民文化館舉行，

花蓮縣原住民行政處長林國

柱特別到場致意，總共吸引

兩百多名學員參與。   

Mipafatis在阿美族語的意思

裡是「分享」，活動希望透

過分享讓更多人認識各原住

民族的傳統知識，推展多元

文化價值，林國柱也特別強

調原住民族傳統知識保存對

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  

上午原住民族傳統知識講座，邀請國立清華大學黃居正教授與傅麗玉教授，分別講授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保護條例」及「原住民族文化科學教材製作」。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原住民族豐富的文化表達成果，經過審

核、認定、登計後，原住民族或就能用這條法令來保護自己，避免其他損害族群或部

落名譽的行為，黃居正表示，審核程序需要有政府官員、學者專家、部落代表三方面

共九到十二人。  

黃居正也提到，關於太巴塱及馬太鞍關於情人之夜的爭議，他認為兩邊的情人之夜有

各自的獨特之處，太巴塱申請保護的部分，是針對自身部落特別的部分來提出申請，

並不會損害馬太鞍方面的權益。  

研究原民科學教材的傅麗玉表示，相較於西方研究，原民文化更重視科學與人的關

係，她進入部落發現，能從竹槍學習物理，醃苦花魚過程學到化學及生物，她認為，

藉由老祖宗的智慧，不需要抽象名詞，能直接從日常生活細節中找到科學，也提高孩

子學習的興趣。  

下午進行的「原住民傳統知識體驗活動」中，分別以「民族植物運用」、「傳統植物

編織」、「傳統狩獵文化」、「傳統竹筒禮炮製作」四個主題進行體驗活動。除了花

蓮部落大學原有相關師資，這次活動花蓮部大極力邀請來自嘉義縣部落大學、屏東縣

部落大學、吉籟獵人學校分享狩獵文化，讓學員感受鄒族、排灣族、阿美族在傳統狩

獵文化上的差異。從不同的族群文化中發現多元與差異，是各族保存文化動力與活力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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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3 年 1 月 26 日報導「山中傳奇華碩科教賽茂林國中「金」讚」 

 
 
 
 
 
 
 
 
 
 
 
 
 



中時電子報 2013 年 1 月 26 日報導「部落解密 龍葵解酒一級棒」 

 

 
 
 
 
 
 
 
 



大紀元 2013 年 1 月 25 日報導「從生活文化出發 部落孩子創科教傳奇」。 

 
茂林國中師生團隊參加第四屆全國原住民華碩科教獎，成績日前揭曉，僅有 46 人的偏鄉小校，

竟一舉抱回五項大獎！（攝影：李晴玳/大紀元） 

從生活文化出發 部落孩子創科教傳奇 

【大紀元 2013 年 01 月 25 日訊】（大紀元記者李晴玳台灣高雄報導） 生活無處不科學！山上部

落孩子不只擅歌舞，在科教實驗的啟發下，他們還能著手文化大解秘。原民傳統服飾色彩到底蘊

藏啥秘密？族人好酒樂飲又該怎麼解癮？茂林國中學生參加全國原住民華碩科教獎，成績日前揭

曉，僅有 46 人的偏鄉小校，竟一舉抱回五項大獎！在在證明了－－只要給予機會，部落孩子的

學科表現也可以很亮眼！  

去（101）年底，茂林國中以「解酒益生」及「顏色與文化的美麗邂逅」作品，參加第四屆全國

原住民華碩科教獎，2 件作品皆獲入圍頒獎典禮，日前總體成績揭曉，茂林團隊在六項大獎中囊

括了五個獎項，包括：第一名、第三名、最佳人氣獎、最佳攝影獎、榮譽團隊獎，為得獎最多學

校。  

茂林師生團隊 25 日在校長黃怡雯帶領下，至教育局獻獎分享喜悅。教育局長鄭新輝勉勵表示，

校校有特色、小校也有春天的理念充分在茂林國中展現，原住民的孩子不只會唱歌跳舞，只要給

予機會，他們的學科表現也可以非常亮眼。  

第一名作品「解酒益生」的研究靈感，係來自對部落飲酒文化的觀察與探索，學生們訪問族中耆

老，得知長輩在喝酒後，常用龍葵熬湯解酒，於是以當地野生龍葵為研究素材，將龍葵湯與茶類

（紅茶、綠茶、烏龍茶）及市售解酒液進行比較，證明其解酒功效確實略高一疇，這項研究成果

也讓學生們更衷心認同祖先的生活智慧。  

至於「顏色與文化的美麗邂逅」，則是研究世居山中的魯凱族，為何服裝大多以黑色、紅色或綠

色為底色，探討族人服飾與顏色間的科學秘密。他們發現服飾色彩與生活環境有著密切連結：由

於山間氣溫較低，因應保暖需求，族人多以吸熱效果較好的深色衣物為主；老人家穿著「最禦寒」

的黑色衣服，年輕族人則多偏好防曬指數較高的紅、綠亮色服飾。 （責任編輯：張雅云）  



愛高雄的 10000 個理由 2013 年 1 月 25 日報導「科學教育的山中傳奇山上的孩子太

棒了」。 

 



 

中央通訊社 2013 年 1 月 25 日報導「科教山中傳奇 茂林國中屢獲獎」。 

中央社 – 2013 年 1 月 25 日 下午 10:31 

相關內容 

 看相片  

科教山中傳奇 (圖) 

茂林國中學生以科學實驗，融合部落文化，抱回第 4 屆全國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冠軍等獎，猶如科

教的山中傳奇，學生 25 日展示冠軍作品「解酒益生」。中央社記者程啟峰高雄攝 102 年 1 月 25

日 

 

 

 

 

 

 

 

 

 

 

 



 

國立教育廣播電台 2013 年 1 月 25 日報導「文化結合科學 茂林國中科教獎掄元」 

作者： 朱茹玉 | 國立教育廣播電台–2013 年 1 月 25 日 下午 6:33 

   

茂林國中師生參加第四屆全國原住民華碩科教獎競賽，囊括第一名、第三名、最佳人氣獎、最佳

攝影獎及榮譽團隊獎五個獎項。高雄市教育局長鄭新輝特別接見表揚，並強調原住民孩子不只會

唱歌跳舞，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在學科成績上的表現也非常亮眼。 

茂林國中原住民學童穿著傳統服飾出席表揚會場，他們身上穿著的服飾正是參加「第四屆全國原

住民華碩科教獎」競賽，以探討魯凱族服飾與顏色間的科學秘密─「顏色與文化的美麗邂逅」，

榮獲第三名。 

另一入圍第一名作品「解酒益生」，則是學生訪問部落耆老，得知魯凱族常用龍葵熬湯解酒，經

由科學實驗分析發現，其解酒功效比茶類(紅茶、綠茶、烏龍茶、普洱茶)和市售解酒液更為有效。 

茂林國中學生運用生活素材進行科學研究及實驗，並融合部落特殊文化，讓科學可與文化結合，

抱回 5 項大獎。 

 
 
 
 
 
 
 
 
 
 
 
 
 



 

中國時報 2013 年 1 月 25 日報導「科教山中傳奇茂林國中屢獲獎」 

 
 
 
 
 



自由時報 2013 年 1 月 24 日「研究祖母的衣服 烏來泰雅生「銀」了」 

 

 
 
 
 
 
 
 



聯合報 2013 年 1 月 22 日報導「研究魯凱族解酒秘方 茂林大贏家」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3 年 1 月 21 日晚間新聞報導「山海智慧科學化 20 隊獲科教獎」 

 

 
 
 
 
 
 
 
 
 
 
 
 
 
 



聯合報 2012 年 12 月 29 日報導「醉魚、解酒 入圍原住民科教獎」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2 年 12 月 27 日晚間新聞報導「原住民科教獎 視訊同步雲端對話」 

 

 
 
 



童玩變教案 泰雅大陀螺特優 

【聯合報╱記者李青霖 ／新竹報導】    2012.09.17 04:03 am 

部落的小童玩，不僅能玩出趣味、傳承文化，還可以變成科學研究題材，新竹市高峰國小「泰雅大陀螺」

教案，獲今年國科會第二屆原住民科學教育教案甄選特優獎。  

指導老師陳佳妏說，原民科學的延續，要普遍與生活化，才不致淪為人類學家的歷史研究素材，失去在現

實社會中的存在意義與價值。高峰國小是新竹市「原住民輔導團務中心學校」，校內有不少原住民與弱勢

孩子，她看到原民學生熱情、活潑與純真，協助學校設立「原住民科學展覽室」，將原住民文化融入自然

科學教育中。她說，「泰雅陀螺王」是原住民的童玩，她讓孩子製作陀螺，產生文化認同，又發現其中蘊

藏深淺不一的科學概念，於是引導他們做科展，結果，分別拿下第三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國小組第一名、

竹市 30 屆中小學科展物理組第三名。為了讓孩子們了解陀螺，她邀請原住民陀螺達人現場製作，傳承陀

螺製作方法，中、高年級用青剛櫟枝、尼龍繩、鐮刀、多多罐、棉繩、冰棒棍等素材，完成作品，融合了

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綜合活動及健康與體育等各大領域。陳佳妏說，教學過程中，學生聆聽部落耆老

談器物使用，了解部落歷史與文化，而打陀螺須要耐力、熟練技術，思考科學問題，都是培養勇士的必要

功課。 

 

 

（圖，高峰國小提供） 



更生日報 2012 年 7 月 30 日報導「三戰全國華碩科教獎春日國小投入傳統捕魚」 

 

 

 



中央通訊社 2012 年 7 月 14 日報導「探究祖先智慧 看見自身價值」 



中央通訊社 2012 年 7 月 14 日報導「感同身受 原民科教從部落出發」 

 



中央通訊社 2012 年 7 月 14 日報導「學生志工入山 激發原民求知慾」。 

 



聯合報 2012 年 2 月 27 日報導「華碩科教獎：研究升火文化 尖石原民生奪冠」 

 

 

 

 

 

 

 

 

 

 

 

 



 

東方報 2012 年 2 月 24 日報導「原住民華碩科教獎花蓮國中小 作品亮眼深受青睞」

 

 

 

 

 

 

 

 

 

 

 



 

東方報 2012 年 2 月 24 日報導「我是傳奇-原住民石頭火鍋秀出原住民就地取材好

本事」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2 年 2 月 23 晚日 間新聞報導「華碩科教獎 玉東國中奪銅熊獎」

 

 

 

 



 

聯合報 2012 年 2 月 21 日報導「原民科教競賽 玉東 4 學生銅牌」。 

 



聯合報 2012 年 2 月 22 日報導「建功國小 筍殼造紙獲獎」。 



聯合報 2012 年 2 月 21 日報導「建功學童原住民科教獎獲佳作」 

 

 

 

 

 

 

 

 

 

 

 

 



更生日報 2012 年 2 月 21 日報導 

「讓孩子不愁交通吃住、免做海報又環保傅麗玉催生視訊科展 偏鄉機會平等」

 



更生日報 2012 年 2 月 21 日報導「孫女得獎激勵 春日里長推廣植物染 更賣力」 

 

 

 

 

 

 

 

 

 

 



更生日報 2012 年 2 月 21 日報導「全國原民華碩科教獎 玉東國中奪銅熊獎」

 

 

 

 

 

 



聯合報 2012 年 2 月 20 日報導「原民科展獲佳績 部落族人樂翻了」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1 年 2 月 20 日晚間新聞報導 

「華碩科教獎 鼓勵學童認識文化科學」 

 

 

 

 

 

 

 

 

 



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1 年 12 月 28 日晚間新聞報導「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21 作品決選」

 

 

 

 

 

 

 

 



台灣新聞報 2011 年 9 月 11 日報導「第三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徵件」 

 

 

 

 

 

 

 



國立清華大學簡訊 2011 年 1 月 24 日頭版「社會進步的推動基地-清華大學 清華大

學與小小原住民科學家」 

 



原 Young 雜誌 2010 年 9 月號「發現部落的智慧與科學 原住民雲端科技大有可為」









國語日報 2010 年 7 月 18 日報導「原民兒網路科展 部落找題材」。 

 

 

 

 

 

 

 

 

 

 

 

 



科學月刊 2010 年 6 月號（PP.474-477）「小小原住民科學家」報導有關原住民華碩

教獎。 







 

 



中國時報 2009 年 12 月 13 日報導「網路科展 東河國小摘金」（有關原住民華碩科

教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