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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勁報/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第九屆頒獎典禮 7/28 隆重

登場 

【勁報記者羅蔚舟／綜合報導】 

2018/07/26 00:24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補助，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補助，國立清華大學承辦的世界首創

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今年邁入第九屆，訂

於 7 月 28 日舉辦頒獎典禮。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傅麗玉教授表示，主辦單

位特別邀請來自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籍的陳婉琳醫學博士頒獎致詞，分享其求學成長歷程，

勉勵原住民族小科學家們。陳婉琳博士目前任職國際 SOS 緊急救援組織醫療總監、國際外

科學院院士，將到場與小科學家們分享她的學習歷程，勉勵原住民族小科學家們。 

 

第九屆「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由國立清華大學承辦，國立中興大學理學

院科學教育中心協辦、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以及各縣市政府協辦。原住

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Icyang‧Parod）將率領原住民族委員會多位長官與族群委員

出席致詞並頒獎。負責辦理相關行政業務的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陳坤昇處長也親臨現

場。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彭富源局長將代表台中市政府致歡迎詞。共同承辦本頒獎典禮的國立

中興大學鄭政峰副校長與國立清華大學林聖芬副校長都將出席致詞頒獎。承辦人國立清華大

學傅麗玉教授將說明評審經過。 

 

傅麗玉教授表示，本屆特地邀請到陳婉琳博士頒獎致詞，她在腦神經外科、老人急重症醫療

及航空醫學緊急救援有傑出的表現。陳婉琳博士小時候生病時，常需務農的父母帶下山到鎮

上看診，讓她感受到原鄉部落醫療資源的缺乏，長大習醫後她選擇投入神經外科，以雙手挽

救生命，以所學投入偏鄉地區的遠距視訊與居家長照研究服務。 

 

█頒獎典禮精彩活潑 兼具多元文化與科學之美 

「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內容精彩兼具多元文化與科學之美。頒

獎典禮節目主持人由賽夏族的道武司與風繡絨共同主持。依照慣例由頒獎典禮所在地的原住

民族耆老帶領全場進行祈福儀式。今年由台中市和平區桃山部落的比浩‧巴燕(陳榮爵)頭目帶

領祈福儀式，在祖靈的護祐下，開啟頒獎典禮。嘉義縣溪口鄉溪口國小鼓藝隊開場表演，期

望呈現多元文化的精神。壓軸表演則由金曲獎歌手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阿美族)擔綱。 

 

█頒獎典禮與全國科展時間同步 為原鄉孩子們創造更多參與全國科展機會 

常常被問到為什麼頒獎典禮與全國科展時間同步的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說：「原住民族小科

學家們不需要擔心交通住宿經費。得獎的團隊由主辦單位補助旅費，讓得獎團隊師生可以到

當年度全國科展所在地參加頒獎典禮，同時觀摩當年度全國科展的優秀作品。使得一般部落

學校因為經費、交通問題而難以參加科展的拮据狀況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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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原住民雲端科展」開辦之後，也就是 2010 年之後，台灣原住民中小學校在科

展的參與得獎狀況有趨向提升的現象。歷年在「原住民雲端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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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科展，甚至國際科展屢屢獲獎，也因此有機會得到更好更多元的升學機會。 

 

國立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堅信「原住民族是天生科學家」。過去八年在「原住民雲端科展」

獲獎的孩子們運用所獲得的獎金與電腦設備，加上原住民耆老與科學家們的評審建議，讓他

們屢屢在後續的縣市科展、全國科展獲獎，甚至國際科學展覽，也因此有機會得到更好的升

學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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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永續辦下去。 

 

█泰雅族籍的陳婉琳醫學博士頒獎致詞 分享求學成長歷程並鼓勵原住民族小科學家 

依照慣例，每一屆頒獎典禮，都會邀請原住民族對社會有貢獻的優秀族人或是對社會有貢獻

的科學家擔任大獎項的頒獎人。今年「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特別邀請苗

栗泰安鄉泰雅族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陳婉琳博士擔任大獎項的頒獎人，並且以五分鐘的演講勉

勵原住民族小科學家們，期望透過她的分享，鼓勵更多原住民族中小學老師與家長關心部落

的科學教育，鼓勵原住民族小科學家們學文化做科學，長大以後以科學專長為社會、為部落

服務。 

 

目前任職國際 SOS 緊急救援組織醫療總監、國際外科學院院士，將到場與小科學家們分享

她的學習歷程。陳婉琳博士在腦神經外科、老人急重症醫療及航空醫學緊急救援有傑出的表

現。小時候生病時，常需務農的父母帶下山到鎮上看診，讓她感受到原鄉部落醫療資源的缺

乏，長大習醫後她選擇投入神經外科，以雙手挽救生命，以所學投入偏鄉地區的遠距視訊與

居家長照研究服務。 

 

小學就讀大湖鄉大南國小，畢業後即北上求學，完成崇光國中、北一女、台大醫學系學業，

並取得台北醫學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她曾擔任台大醫院、羅東聖母醫院醫師及台北市立聯

合醫院仁愛院區神經外科總醫師，目前也擔任衛福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研究計畫審核醫師。

「從沒忘記我從哪裡來」陳婉琳曾說，她特別感恩父母對子女的栽培教育，還有求學過程中

師長的照顧，從未忘記要對原鄉部落貢獻醫療專業。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參賽團隊研究製作費 鼓勵原住民族中小學師生學文化做科學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生根部落」，必須以原住民族本身的文化觀點與教育觀點研發教材教

法，讓原住民族學生學習科學，並且在日後能從本身的文化價值觀應用科技，檢視科技對原

住民族未來的發展的意義與價值。原住民族委員會重視原住民族理工科技人才培育，大力投

入科學教育資源，提升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能量。 

 

今年「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族委員會特別撥出經費，提供前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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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完成報名程序且通過研究構想書的參賽團隊，每隊 5000 元的研究製作費。讓位處偏鄉部

落的原住民族中小學師生有更充足的資源進行科學專題研究。甚至也有縣市政府在有限的經

費中，也設法撥出一些經費加碼，讓有心推動科學教育的原住民族學校全心全力地投入。從

今年參賽作品的數量與族群數的提升，作品水準的提升，已經顯現資源投入的效益。 

 

█參賽的族群數與作品件數再創新高 凸顯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高能量 

本屆的參賽的科學專題作品數量創歷年新高，其中通過構想書者有來自 15 族原住民族的 77

件科學專題作品，最後完整完成研究報告、研究日誌、研究歷程照片與研究歷程影片，進入

線上書面評審與視訊評審的科學專題作品有 49 件。每一件科學專題作品都是原住民中小學

生以部落文化為題材，跟著部落老人家學文化做科學的成果。本次參賽作品非常優秀、精

彩，競爭也非常激烈，經過評審委員們線上審查以及視訊評審，並且在總評會議中經過一番

討論，最後決審確定獲獎的作品有 21 件。 

 

█放眼國際級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教材資料庫的建置 

本屆「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自 2009 年第一屆

開辦之前，國立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研究團隊就已經持續研發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教學模組

400 多個，建置原住民族科學教育題材資料庫，製作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動畫影片 26 集，

還有原住民族文化的各領域教學模組產生器，期望能提供中小學教師發展文化回應課程教學

所需。 

 

這幾年時間，傅麗玉教授一直鼓勵學校教師能充分運用歷屆得獎作品內容，轉化成為原住民

族科學教學模組。Google 的線上科展（Google Science Fair，簡稱「GSF」）在 2011 年

才開辦。而美國原住民族科學與工程虛擬科展（National American Indian Virtual Science 

& Engineering Fair）則是在 2014 年才開始辦理。相信未來必然可以鼓勵更多原住民族學

校教師轉化歷屆「原住民雲端科展」得獎作品，進行原住民族科學教材開發，建置國際級的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題材資料庫。 

 

█第九屆「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頒獎典禮 

時間：107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9：00-12：30）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一樓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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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清大提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補助，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補助，國立清華大學承辦的世界首創

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原住民雲端科展」，今年邁入第九屆，訂於 7 月 28 日舉辦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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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蕃薯藤 yamNews /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第九屆頒獎

典禮 7/28 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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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HiNet 新聞/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第九屆頒獎典禮

7/28 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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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PCHome 新聞網/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第九屆頒獎典

禮 7/28 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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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科技生活/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第九屆頒獎典禮 7/28
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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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亞太新聞網/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族科學展覽第九屆頒獎典禮

7/28 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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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3 Alian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早安 alian」專訪原住民雲端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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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6 Alian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早安 alian」專訪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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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5 新唐人亞太台/原住民雲端科展不讓電腦淪為網路遊戲機



40



41

2018.06.01 原視新聞/原民雲端科展競賽 49 作品進行視訊評審會議



42

2018.06.01 HiNet 新聞/發現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智慧第 9 屆「原住民雲端科

展」視訊評審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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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PChome 新聞/發現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智慧第 9 屆「原住民雲端科

展」視訊評審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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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亞太新聞網/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第九屆「原住民雲端科展」視訊評

審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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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新浪新聞/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雲端科展第 9 屆視訊評審登場預

計選出 12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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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蕃薯藤 yamNews/世界首創雲端上的原住民雲端科展第 9 屆視訊評審

登場預計選出 12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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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勁報/發現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智慧第 9 屆「原住民雲端科展」視訊

評審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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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科技生活/發現原住民族文化的科學智慧第 9 屆「原住民雲端科展」

視訊評審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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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5 非凡新聞/科普列車來到新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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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3 原住民族電視台/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達新竹結合泰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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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3 民視新聞台/這真的科學！「科普環島列車」體驗最科學的環島

這真的科學！「科普環島列車」體驗最科學的環島

民視影音 2018 年 5 月 3 日

搭火車不再只有通勤的功能，由科技部指導、成大等單位共同主辦的 2018 台灣科普環島列

車，於今天（2 日）正式開跑，這輛四節車廂的火車，在 4 月 30 日～5 月 4 日，將繞行台

灣一周，停靠 23 個車站，第一天列車從台北出發台中，車上的小朋友們邊搭車邊作科學實

驗，玩的好開心！  

 

火車進站，小朋友排隊依序上車，這輛火車有點不一樣，是 2018 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航

車，各地國小、國中和高中生，可以在車廂進行科學實驗及遊戲。 

彰化女中學生黃方辰：「不只是從課本裡面學到這些實驗，就是會自己親自做過，會比較能

夠了解它的原理。」科技部常務次長鄒幼涵：「科學可以說非常簡單，希望大哥哥、大姐姐

能帶著小朋友一起做科學實驗，引發小朋友的科學興趣。」 

 

在火車內進行科學實驗，小朋友們各個好奇的睜大眼，今年的臺灣科普環島列車，從台北出

發，將環台 5 天，行經 19 個車站，由科技部規劃的四節科學體驗車廂，讓學生們，在自己

家鄉就可以親近科學。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教授傅麗玉：「在新竹站，我們是跨

族群跨領域，多元的科學闖關活動，讓我們參加的社會大眾、小朋友和學校師生，都能夠在

很歡樂的氣氛之下，參與科學學習。」 

 

https://news.f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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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林志明：「我們苗栗有非常好的地理環境，所以我們請到了風場的能源

公司，贊助我們經費，讓我們可以做科普列車。」 

 

這次的科普環島列車，每一個停靠站，將接待 200~240 位當地學童和家長，讓民眾從遊戲

活動中，體會科學的原理和應用，讓科學知識不再遙遠。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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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民視新聞/科學好好玩 2018 台灣科普環島列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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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亞太新聞網/寓教於樂札根科學教育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日開進「新

竹科學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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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HiNet 新聞/寓教於樂札根科學教育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日開進「新

竹科學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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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PChome 新聞/寓教於樂札根科學教育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日開進

「新竹科學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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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勁報/寓教於樂札根科學教育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日開進「新竹科學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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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科技生活/寓教於樂札根科學教育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日開進「新竹

科學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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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蕃薯藤 yamNews/寓教於樂札根科學教育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日開進

「新竹科學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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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台灣新浪新聞中心/寓教於樂札根科學教育台灣科普環島列車首日開

進「新竹科學讚」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一年一度的科技部「臺灣科普環島列車」今(4/30)日下午駛進「新竹科學讚」，傳達科技部對

全民科學教育的重視。這場活動難得沒有地方政治人物搭這班順風車出席擺陣攬政績，現場

所有與會的近 600 位師生「玩得不亦樂乎！」尤其透過寓教於樂的「新竹科學讚」科學闖關

活動，現場更是洋溢著學子們親近科學的嬉戲活潑氣息，尤其在主辦單位精心策劃下，闖關

獎品豐富，有《吉娃斯愛科學》動畫影集最新版限量筆記簿，還有國家太空中心提供「福衛

五號發射成功」的限量版乖乖，引爆學子們更是踴躍爭相闖關。 

 

「新竹科學讚」活動在簡單有趣的科學實驗中，蘊含大大的科學原理，不論是奈米科技與超

級電腦、生活中的輻射、葉綠素的吸收光譜、酸鹼 pH 值概念、花青素在不同酸鹼環境的顏

色變化、圓周運動與向心力、白努利定律與滑翔原理，以及植物的奈米現象等，都能在做中

學，親子一同大顯身手！現場活動結合了原住民文化相關的科學概念，及有設置最新開發的

《吉娃斯愛科學遊戲繪本 APP》體驗區；原住民科學女孩《吉娃斯愛科學》動畫獲電視金鐘

獎及國內外獎項，現在也能用 APP 遊戲繪本及有聲書的方式閱讀；以生活周遭可見的科學趣

聞與現象，讓孩子更容易親近科學。 

 

█「科普環島列車」駛進「新竹科學讚」 跨縣市跨校用科學交朋友科技部「臺灣科普環島列

車」主要是結合生活與科學，增進民眾對科學的興趣，今(107)年是第 3 次開到新竹火車站的

「新竹科學讚」；活動由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所傅麗玉教授所帶領的飛鼠部落團隊

承辦，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教

育發展中心等單位共同合作辦理「新竹科學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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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麗玉教授今日帶領國立清華大學飛鼠部落團隊與在地學校 600 位師生，特別在新竹火車站

前廣場舉辦「新竹科學讚」科學闖關活動，並培訓新竹市建華國中學生 20 名擔任關主，和新

竹各校的「科學接待大使」，接待桃園地區乘「坐科普環島列車」來到新竹站的 180 位師生

們，共同操作「動手做」的科學實驗。同時新竹市有 180 名「科學親善大使」將搭乘科技部

「臺灣科普環島列車」前往竹南站與苗栗地區的中小學生交流。 

（圖／科技部「臺灣科普環島列車」今(4/30)日下午駛進「新竹科學讚」，國立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帶領清大飛

鼠部落團隊與在地學校 600 位師生，特別在新竹火車站前廣場舉辦「新竹科學讚」科學闖關活動，並培訓新竹

市建華國中學生 20 名擔任關主，和新竹各校的「科學接待大使」，接待桃園地區乘「坐科普環島列車」來到新

竹站的 180 位師生們，共同操作「動手做」的科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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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讚」活動現場有清大附小管樂團與建華國中的「就是愛表演社」擔綱迎接表演，

還有新竹國小、東園國小、芎林國中、光武國中、建功高中一起參與，用好玩的科學小遊戲

關卡，學科學交朋友。值得一提的是，現場活動結合原住民文化相關的科學概念，同時，傅

麗玉教授特別提供《吉娃斯愛科學》動畫影集的最新版限量筆記簿做為闖關活動的獎品，還

有國家太空中心提供「福衛五號發射成功」的限量版乖乖，鼓勵大家學習科學。 

 

█「新竹科學讚」科學闖關活動多元有趣 結合泰雅族文化與高科技 

「新竹科學讚」的科學闖關活動非常多元有趣，結合泰雅族文化與高科技的活動內容。來自

尖石鄉泰雅族的「泰雅螺旋槳」是泰雅族人傳統的童玩，挑選江某葉柄、製作植物螺旋槳，

可以順利轉動並維持 1 分鐘才可過關，由泰雅族的雅富長老親自擔任關主。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的「奈米世界大探險」提供奈米碳球模型實作，還有清華大學原子

科學技術發展中心的「認識隱形高手」，探討輻射、放射性物質、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輻

射防護及屏蔽、電磁波譜。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教育發展中心葉世榮教授提供三項精彩的闖

關遊戲，以精緻小巧的實驗儀器學習光合作用的要素並認識花青素與葉綠素。 

 

此外，還有泰雅族的青剛櫟陀螺，其中蘊含物理學的動量概念。還有以奈米科學概念引導民

眾學習如何辨識山芋和有毒的姑婆芋。傅麗玉教授特別提供最新研發的《吉娃斯愛科學遊戲

繪本》APP 免費玩，民眾可以學習科學與泰雅族文化，並當場製作創意照片。歡迎社會大眾

一起來參與。 

 

 

  



90

2018.03.02 科技生活/清華大學熱血校友與嘉義溪口國小攜手合作「吉娃斯愛科

學活動營」3/2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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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2 PChome 新聞/清華大學熱血校友與嘉義溪口國小攜手合作 「吉娃

斯愛科學活動營」3/2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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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2 HiNet 新聞/清華大學熱血校友與嘉義溪口國小攜手合作「吉娃斯愛

科學活動營」3/2 登場

【勁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連結在地，清大校大牽線科學活動到母校！國立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每年夏天都會前往嘉義

新港鄉進行一場科學活動，已與當地的民眾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不只是一次一次活動，更是

每年與老朋友們歡喜相會的時刻，獲得迴響。與新港鄉相鄰的溪口鄉有一位溪口國小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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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校友，相當認同傅教授所研發的科學活動，相信可以帶給學童不同

於課本上的知識與文化交流，是一種生動的科學學習體驗。 

 

這位清大校友特與傅教授聯繫，邀請傅教授將科學活動帶到溪口國小，還贊助活動小禮物。

在溪口國小陳媺慈校長、吳國裕教務主任與全校教職同仁的全力支援下，順利地促成了今(3/2)

「吉娃斯愛科學活動營」溪口場次的活動。溪口鄉孫維聰鄉長也蒞臨參與活動，鼓勵科學教

育，為全體師生加油打氣。傅教授表示，「吉娃斯愛科學活動營」透過多元文化的 3D科學動

畫、數位遊戲繪本實作與動手做的多元學習，期待溪口國小師生玩得盡興，收穫滿滿。 

 

「吉娃斯愛科學活動營」活動由國立清華大學與嘉義縣溪口國小共同舉辦，傅麗玉教授親自

帶著團隊來到嘉義縣溪口國小，透過平板電腦讓學童體驗傅麗玉教授團隊科技部研究案最新

研發的《吉娃斯愛科學遊戲繪本》APP。同時結合《吉娃斯愛科學》3D科學動畫與陀螺玩具，

帶領學童從原住民族童玩陀螺的競賽遊戲，學習瞭解台灣原住民傳統文化，體驗與學習「動

量」的相關物理科學概念。《吉娃斯愛科學》3D科學動畫也是傅麗玉教授團隊所研發，已經

在 2016 年獲電視金鐘獎最佳動畫，並在國內外獲得多項影展獎項。 

 

《吉娃斯愛科學遊戲繪本》APP，透過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傳遞科學概念，探討科學知識。

包含六篇的「科學互動故事」、挑戰科學知識的「配對遊戲」、還可以「收藏卡片」並利用卡

片的圖案設計創意相片，玩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創意照片」！《吉娃斯愛科學活動營》

溪口場次 3 月 2 日星期五於嘉義縣溪口國小大禮堂舉行，共有兩個場次，上午 08:10 至 09:30

由一年級到三年級的學童參與，下午 13:30 至 14:50 由四年級到六年級學童參加。 

（圖由國立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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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2 大成報 Great News/清華大學熱血校友與嘉義溪口國小攜手合作

「吉娃斯愛科學活動營」3 2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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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2 蕃薯藤 yamNews/清華大學熱血校友與嘉義溪口國小攜手合作「吉娃

斯愛科學活動營」3/2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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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4 科技大觀園/原住民族文化科教獎第九屆原住民雲端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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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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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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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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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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0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ewsletter, 11(1)/Taiwan’s Indigenous 
Science Educational Anim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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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1 今日新聞/敲響金鐘榮獲最佳動畫節目獎吉娃斯愛科學全台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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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9 生命力新聞網/傅麗玉 用原住民科教推動文化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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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9 清華簡訊 963 期/本校原民科學動畫入圍兩大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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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5 人間福報/入圍 2 大國際影展金鐘獎吉娃斯愛科學展現原民智慧



140

2016.09.14 聯合新聞網/清大原民動畫結合科普入圍國際影展

台灣的原住民科學動畫揚名國際！由國立清華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傅麗玉團隊製作、

科技部補助的原住民科學動畫「吉娃斯愛科學」，在上千部電影中脫穎而出， 接連

入圍「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及韓國「富川國際動畫影展」（BIAF），國內則入圍今

年金鐘獎「動畫節目獎」，讓參與製作的師生都相當興奮。 

 

「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是全球最具影響力、北美規模最大的兒童電影年度盛事，也

是唯一獲奧斯卡認可的國際兒童影展，每年都有來自數十國的上千部兒 

童電影報名競爭，「吉娃斯愛科學」今年從1千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富川國際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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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影展」則是亞洲第一個以動畫為主題的影展，今年邁入第18屆，共有70個國家1221

部影片報名，「吉娃斯愛科學」入圍其中的「電視商業動畫」類。 

 

吉娃斯是泰雅族女性常見的名字，傅麗玉以「吉娃斯」為動畫片中的主角、8歲原住

民小女孩命名，在全長130分鐘的動畫中，泰雅族小女孩吉娃斯與同伴從生活點滴帶

出原住民的傳統智慧與科學知識，例如從原住民紮火把的方式，來介紹燃點、助燃、

反應接觸面等。 

 

傅麗玉的專業領域原本是科學史與科學哲學，1997年苗栗縣泰安國中校長楊偉國邀

請她對國中生演講「原住民科學教育」。她花了半年時間準備這場演講，也一頭栽進

了原住民族的世界，成為今日台灣原住民族科普文化的重要推手，近年更發現自己

原來也有西拉雅族血統。 

 

2005年，當時的國科會希望台灣能做出如Discovery頻道的科學節目，並以深具台灣

特色的原住民族科學作為題材。向來不擅畫畫的傅麗玉開始看宮崎駿的書、研究迪

士尼動畫，從零開始摸索，以「飛鼠部落」一作初試啼聲，第二部「再探飛鼠部落」

就獲得金鐘獎的肯定。 

 

這次「吉娃斯愛科學」獲得國際肯定，傅麗玉認為關鍵在「故事」，「台灣有最優秀

的動畫技術，但好的故事才是王道。」就連非洲、德國、丹麥的學者都來探詢能否請

她拍攝動畫片。她說，自己從小愛聽、愛說故事，大二時每周三晚上從公館坐車到榮

總講故事給病童聽，一直講到畢業，也成為她後來製作兒童動畫的重要能量。 

 

傅麗玉說，希望藉由此片，「期許台灣、甚至全世界的小女孩，都能打破性別 

刻板印象，享受科學之美。」被問到下一步的目標，她笑說，將朝「去奧斯卡 

走紅毯」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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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聯合影音網/清大團隊原民科學動畫獲國際影展入圍肯定

 

台灣的原住民科學動畫揚名國際！由國立清華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傅麗玉團隊製作、科技部補

助的原住民科學動畫「吉娃斯愛科學」，在上千部電影中脫穎而出，接連入圍「芝加哥國際

兒童影展」及韓國「富川國際動畫影展」（BIAF），國內則入圍今年金鐘獎「動畫節目

獎」，讓參與製作的師生都相當興奮。 

 

「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是全球最具影響力、北美規模最大的兒童電影年度盛事，也是唯一

獲奧斯卡認可的國際兒童影展，每年都有來自數十國的上千部兒童電影報名競爭，「吉娃斯

愛科學」今年從 1 千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富川國際動畫影展」則是亞洲第一個以動畫為

主題的影展，今年邁入第 18 屆，共有 70 個國家 1221 部影片報名，「吉娃斯愛科學」入圍

其中的「電視商業動畫」類。 

 

吉娃斯是泰雅族女性常見的名字，傅麗玉以「吉娃斯」為動畫片中的主角、8 歲原住民小女

孩命名，在全長 130 分鐘的動畫中，泰雅族小女孩吉娃斯與同伴從生活點滴帶出原住民的

傳統智慧與科學知識，例如從原住民紮火把的方式，來介紹燃點、助燃、反應接觸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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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麗玉的專業領域原本是科學史與科學哲學，1997 年苗栗縣泰安國中校長楊偉國邀請她對

國中生演講「原住民科學教育」。她花了半年時間準備這場演講，也一頭栽進了原住民族的

世界，成為今日台灣原住民族科普文化的重要推手，近年更發現自己原來也有西拉雅族血

統。 

2005 年，當時的國科會希望台灣能做出如 Discovery 頻道的科學節目，並以深具台灣特色

的原住民族科學作為題材。向來不擅畫畫的傅麗玉開始看宮崎駿的書、研究迪士尼動畫，從

零開始摸索，以「飛鼠部落」一作初試啼聲，第二部「再探飛鼠部落」就獲得金鐘獎的肯

定。 

 

這次「吉娃斯愛科學」獲得國際肯定，傅麗玉認為關鍵在「故事」，「台灣有最優秀的動畫

技術，但好的故事才是王道。」就連非洲、德國、丹麥的學者都來探詢能否請她拍攝動畫

片。她說，自己從小愛聽、愛說故事，大二時每周三晚上從公館坐車到榮總講故事給病童

聽，一直講到畢業，也成為她後來製作兒童動畫的重要能量。 

 

傅麗玉說，希望藉由此片，「期許台灣、甚至全世界的小女孩，都能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享

受科學之美。」被問到下一步的目標，她笑說，將朝「去奧斯卡走紅毯」繼續努力。 

 

「吉娃斯愛科學」藉由原住民的傳統及生活智慧來介紹科學知識。圖為劇照。圖／清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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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清華原民科學動畫入圍兩大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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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自由時報電子報/「吉娃斯愛科學」原住民動畫雙入圍芝加哥和韓國

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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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中時電子報/清大原民動畫結合科普入圍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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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中央廣播電台/原民科學動畫入圍兩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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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ETtoday 新聞雲/清大教授製作動畫講原民科普雙入圍芝加哥和韓國

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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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今日新聞/清大教授從零摸索製作原住民動畫入圍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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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大紀元/清大原民動畫結合科普入圍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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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Life 生活網/清大教授從零摸索製作原住民動畫入圍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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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更生日報/一場中學演講促她成為原民科普文化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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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清華新聞/原民科學動畫入圍兩大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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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NTHU Tw/原民科學動畫入圍兩大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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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清華秘書處/原民科學動畫入圍兩大國際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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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1 科技大觀園/科技部補助製作的「吉娃斯愛科學」入圍「富川國際動

畫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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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5 新竹 IC 廣播電台/兩個關鍵節目專訪（18：30-19：00）

IC 之音 竹科廣播  FM97.5  『兩個關鍵』節目 

訪問邀請 

訪問來賓  ：   

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傅麗玉  教授  

訪問時間  2016 年 8 月 4 日（周四）下午 1: 00 

30 分鐘 - 主持人預訪來賓。 接著，正式採訪錄音。主持人  王麗娟  手機：0932-285-440 

採訪地點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87 號 11樓之 2（地下室有停車場） 

【 兩 個 關 鍵 】節目，周四 PM6:30 首播、周日 AM8:30 重播 

全球聽眾可以上 IC 之音廣播電台同步收聽    IC 之音 FM97.5 網址：www.ic975.com 

一、  主持人介紹來賓： 2 分鐘   

IC 之音，竹科廣播 FM97.5，您現在收聽的是，每週四晚間 6:30 首播、周日早上 8:30 重播

的『兩個關鍵』。我是王麗娟。  

 

歡迎  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傅麗玉教授  【原住民華碩科教獎發起人】 

二、找到自己的路：4 分鐘  

 高中時代，志向  (記得高中在清大參加科學營) 

 父親與丈夫的支持  (丈夫支持、出國留學，當時女兒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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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手的動機 - 華碩科教獎   ：4 分鐘  

 原住民的科學教育 

 推動的小故事 

 

四、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二個關鍵，之一：1 分鐘  

～中場休息  

這裡是 IC 之音，竹科廣播 FM97.5，歡迎回到『兩個關鍵』。我是王麗娟。清

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傅麗玉教授 

五、第七屆「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獎」：4分鐘 

 回顧一路走來 

 看到改變 

從報名、研究日誌、交作品、評審、互評到視訊評審，都在網路進行。 

家長耆老都可以擔任指導老師，自行組隊報名，帶領原住民孩子研究科學。 

  

今年獲獎的團隊之一，來自花蓮縣玉里鎮的中城國小「蔴思靈/Maslin」團隊，就是玉里高中學生指導國小的

弟弟妹妹參加，其中有一位擔任指導老師的玉里高中學生今年剛考上清華大學。 

 

六、傑出教學獎 – 多次得主：4 分鐘  

 感念恩師 

 身教的重要性 

 數位研習平台的建立 

十幾年來走遍全台的原住民部落，甚至遠赴阿拉斯加與南美洲，結合數位網路、動畫和動手作科學等方式，以

部落在地文化推廣原住民族科學，且在 2013 年以原住民 3D 科學動畫作品，榮獲第 48 屆電視金鐘獎的「動

畫節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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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您而言，人生最有價值的事：1 分鐘  

八、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二個關鍵，之二：1 分鐘  

感謝來賓：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傅麗玉教授 

下週四晚間 6:30~7:00   請您繼續收聽：『兩個關鍵』。我是王麗娟，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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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5 中時電子報/原民華碩科教獎海星中學奪「金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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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4 原視族語新聞/原民華碩科教獎十四隊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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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3 教育廣播電台/華碩科教獎花蓮國中小學校獲一金一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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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1 台灣好新聞/鼓勵學子努力耕耘原民雲端科展舉辦華碩科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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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1 蕃薯藤 yamNews/鼓勵學子努力耕耘原民雲端科展舉辦華碩科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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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1 eNews/鼓勵學子努力耕耘原民雲端科展舉辦華碩科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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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30 中華日報/「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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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30 勁報/全球唯一「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7/30 隆重登場 

全球唯一「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7/30 隆重登場 

勁報 2016/07/30 16:07 

 
【勁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世界唯一雲端上的原住民科學展覽，且比 Google 科展更早創立的雲端科展就是「原住民

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獎」，第七屆頒獎典禮移師回新竹舉辦，華碩電腦公司張木財

品質長、國立清華大學吳誠文副校長、新竹縣政府教育處副處長李國祿皆親自出席此次盛

會，李國祿副處長說，原住民學子天生就是個自然觀察家，出席的學子可說是未來的「法布

爾」。 

 

主辦人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表示，原住民孩子曾經問她：「傅老師，我想做科學研究，我想

參加科展。可是…。」曾經她在深夜的部落裡，看見孩子流連在小雜貨店打線上遊戲。部落

的文化充滿自然智慧，部落的自然環境充滿科學學習的題材。為什麼要讓孩子失去參加科踅

展覽的機會，只因為身處偏鄉？為什麼部落的孩子只能用網路玩線上遊戲，難道部落的孩子

不能因為網路而而獲得更多學習機會？2009 年第一屆「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

獎」正式產生，到目前為止，仍是第一個雲端科展，而且是世界唯一的原住民雲端科展。 

 

今年獲獎的團隊之一，來自花蓮縣玉里鎮的中城國小「蔴思靈」團隊，以研究部落的月桂而

提出「戀戀 Paydas 香」專題，指導者就是玉里高中高三學子李至恩，李至恩在高三繁忙的

課業之餘，利用週休二日指導國小的學弟妹，而他自己也以學測優異成績考上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學系。李至恩說，原住民的生活文化中，許多植物皆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肉桂便是其中

之一。但現在大量製售人工化學產品肉桂，年輕一輩的族人們漸漸不再使用天然的肉桂植

物、藥材，甚至覺得自己從大自然中蒐集獲取的東西，沒有超市架上的產品衛生。因此希望

透過這一次的作品，學習早期族人們的生活方式，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生活，更彰顯重建部落

http://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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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智慧，也希望能透過研究結果，深入討論，在未來加以應用，取代肉桂化工產品，建

立永續、生態、環保的原住民族植物價值觀。 

  

另外，高雄市桃源樟山布農族國小生，親自製作傳統弓琴，並開始學習彈奏。弓琴是布農族

傳統的樂器，但因久久未有人表演彈奏，以至於此項樂器漸漸失傳。學子開始拜訪製作弓琴

的耆老，透過耆老的解說與示範，認識了弓琴這項樂器，進一步了解其製作方法及發聲原

理。為了讓弓琴可以推廣，他們從生活取材，改良製作出簡易弓琴，希望帶著大家一起認識

布農族的弓琴 latuk。也發現原來弓琴的科學原理就是五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所學的聲

音原理。 

 

今年得獎的原住民學子，新竹縣未有任何一所原鄉學校參加，新竹縣教育處李國祿副處長表

示，他會向原鄉學校多加宣導，這是讓原民學子學習研究、探索學習並與部落耆老互動的最

好學習機會，希望透過雲端的學習競賽，讓原民學子在空間、推理、自然觀察的優勢智慧，

予以好好發揮。其實，像竹縣石磊國小就曾做過土石流的監測，代表竹縣參加全國比賽，這

類基層科學紮根，並守護故鄉的方式，未來也可鼓勵校方參加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獲獎的團隊分別是國小組宜蘭縣北成國小、高雄市樟山國小、苗栗縣東河國小、花蓮縣玉里

鎮中城國小以及嘉義縣新美國小。國中組得獎團隊分別是新北市樟樹國中、宜蘭縣羅東國

中、花蓮縣化仁國中、臺中市光正國中、南投縣宏仁國中以及台中市光正國中。 

 

獲得「原住民科學榮譽學校團體獎」的團隊包括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高雄巿立茂林國

民中學、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小，獲得「傑出指導老師」教師包括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

林坤杉、李婉羽老師、洋慶輝，玉里高中楊惠媖，高雄巿一甲國中鍾志華校長，高雄巿茂林

國中 張雅玲、曾家暉。 

 

  
(圖／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發傑出教師。新竹縣政府教育處副處長李國祿出席原住民華碩科教獎指出，原住民

學子天生就是個自然觀察家，出席的學子可說是未來的「法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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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30 大成報/全球唯一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7/30 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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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30 凱擘新竹振道節目新聞部/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啟發孩子科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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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30 科技生活/全球唯一「原住民雲端科展」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7/30 隆重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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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9 教育廣播電台/博物大玩家專訪飛鼠部落科學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博物大玩家」節目訪談大綱 
播出日期：民國 105 年 07 月 29（星期五）11：05 ~12：00AM 

製播方式：07/29 （中央大學 open studio 現場）11:20-12:00am 訪談 

播出頻率：FM101.7 

訪談來賓：清華大學傅麗玉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網站「飛鼠

部落」創站主持人）（2001-）0922-731-907  

節目主題：清華大學 飛鼠部落科學館     

訪談大綱：  

【博物走藏寶圖】10 分鐘--清大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網站「飛鼠部落」，介紹精

彩之處。 

【博物走讀樂】28 分鐘 

1. 介紹今年全國科展「飛鼠部落科學館」展示主題--3D科學動畫「吉娃斯愛

科學」(金鐘團隊最新力作)，這是一部怎樣的動畫？有趣之處？ 

2. 何謂「3D科學動畫」？ 

3. 介紹原住民族 3D科學動畫影集「吉娃斯愛科學」，其中有趣的單集主題？

分享科學理念(如：雅爸冒煙啦、河水要回家…等)？ 

4. 分享「吉娃斯愛科學」製作理念？ 

5. 分享「吉娃斯愛科學」製作過程、花絮、如何突破困難？ 

6. 從「吉娃斯愛科學」談科普教育理念與期許。 

7. 其他 

聯絡人：徐德芳（主持人） 電話：（02）2388-0600 轉 225  E-mail: 

anne@ner.gov.tw                

備註：「博物大玩家」節目連結網址 http://goo.gl/ByKYHe(請用 chrome 開

啟)，可在節目播出 60 天內，聆聽節目。      

  

http://goo.gl/ByKY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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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9 NTHU Tw/原住民華碩科教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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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9 原住民族電視台/賽夏族植物清潔劑入圍原民科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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