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學年度社會參與方案簡要計畫書 
                                    填表日期：102 年 3 月 30 日 

教師姓名 葉秀燕 課程/方案名稱 觀光文化研究 
課程類型 ◆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 
預計執行期間 2013/2 月~6 月中 

執行概述 
（簡述說明） 
 

1. 課程/方案目標 
(1) 給予學生機會去探究觀光旅行對他們的意義。 
(2) 從工作假期的實務動手做，學習責任旅行。 
(3) 瞭解「吃喝玩樂」的觀光活動背後複雜的文化經濟和旅行 

就是教育的責任承擔與環境生態實踐的可能。 

2. 課程/方案內容 
本學期除了觀光批判論述的強化，課程也將實踐責任旅行

的倡議精神。從東華啓程，228 工作假期、接著到南華社區、

然後台東排灣新香蘭部落，最後落腳東魯凱達魯瑪克的生態

文化之旅，一步步彎身學習。我們不「流浪」，而是用眼、用

心和各種感官去理解觀光旅行如何做為社會實踐和教育的一

環。同時，也和東華小米農人、單車合作社騎士、在地社區、

部落族人以及 FATS（飲食與觀光研究中心）團隊協力合作，

共同發展觀光主體性和倡議遊客教育的責任旅行理念。 
本課程更輔導修課同學，以族群文化為底藴，企劃設計花

東責任旅行的多元假期和「壯遊台灣」旅圖。期末學生自行

或與小組規劃出獨特、有創意、具主題或議題性、與地方社

會文化互動或有自我挑戰精神之旅遊實踐計畫，並從中融入

「責任旅行」之概念，以移動實踐與大地對話的可能。 
3. 預計執行方式及策略 

本課程方案透過教師及學生的社會網絡，將與在地南華社

區、台東排灣新香蘭拉勞蘭和魯凱達魯瑪克部落合作。 
策略包括旅行經驗觀察記錄與分享、個別旅遊企劃書寫指

導、建構課程學習網站與觀光旅行田野工作和工作假期工

作坊的實務操作。 
4. 課程/方案進度表 

時程 主要工作進度 
2 月~4 月 1. 工作假期之校園實踐 

2. 節慶與觀光：南華社區慶元宵 
3. 校友巴奈和 Vicky 「微光計畫」環

島旅行分享 
4. 閱讀與討論：責任旅行的認識與反

思 



4 月 移動教學：原民部落的學習之旅(1)台東排

灣新香蘭拉勞蘭小米工坊(2) 魯凱達魯瑪

克野菜學園的彎腰體驗 
5 月 「責任旅遊企劃書」計畫書分享與評估 
6 月 繳交結案報告 

 
5. 評量方式 

1. 學生撰寫之旅遊企劃書評估 
2. 自我學習之反身書寫 

預期成效 

(一) 對學生具有以下之預期成效： 
A.具備多元族群文化理論知識與應用之能力。 
B.具備邏輯思考、問題分析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C.培養多元文化敏感度、跨文化溝通能力。 
D.具備國際視野和國內外原住民族群交流之能力。 
E.具備研究、發展原住民族社會觀光產業之能力。 
G.具備觀光責任旅行相關知識與實務應用之能力。 
 
(二)對社區/部落具有以下之預期成效： 
A. 推動部落/社區觀光展業 
B. 拓展及行銷部落/社區特色產業 
C. 促進社區產業責任永續經營 
D. 整合部落/社區產銷組織及人力 
E. 激發居民或個人工作室展現技藝及生活創意 
 
(三)對東華具有以下之預期成效： 
A. 鼓勵學生從事對觀光與責任旅行的創意發想與實務操作 
B. 發展本校在地化的特色課程 
C. 提昇本校師生之社會參與 
D. 具體實踐本校關懷社區之能動性 

經費略估 
(總計 4 萬) 

1. 工作假期: 10,000 元(含志工旅住宿費、志工餐飲、工藝 
達人講師費) 

2. 移動教學：15,000 元(含大眾交通補助、保險費、住宿費、

餐費及生態旅遊講師費及部落文化專家諮詢講座費) 
3. 印刷、複製、裝訂等費用：3,460 元 
4. 工讀金 20 小時 x3 月 X109 元=6,540 元 
5. 雜支: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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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觀光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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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前旅遊規劃 

時間：2013/04/19~ 04/21 

地點：台東（新香蘭、達魯瑪克部落） 

人數：13 人 

活動行程：建議行程，當日活動以部落安排為主體，可能有變動 

 

第一天  4 月 19 日 東華大學-新香蘭部落-達魯瑪克部落 

11:57 

14:44 

15:00 

16:00 

 

 

18:00 

 

20:00 

從壽豐站搭乘 308 車次前往太麻里車站 

抵達太麻里車站,前往新香蘭部落 

新香蘭部落導覽+青年會所參觀與交流 

小米文化交流： 

1.小米園參訪 

        2.小米工坊學習 

        3.原住民文化產業交流（戴明雄牧師主講） 

協力共做晚餐與飲食文化交流（小米風味餐） 

搭乘鼎東客運 8136 車次前往達魯瑪克部落 

 

 

第二天 4 月 20 日 達魯瑪克部落 

08:00 

09:00 

09:30 

 

 

早餐（自理或依照住宿狀況而定）  

胡村長祈福儀式 

達魯瑪克部落巡禮： 

1 拜訪頭目  

2.小米園參訪 

3.野菜學園體驗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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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腰學習之旅 101-2 觀光文化研究 

 

 

 

12:00 

 

 

 

 

 

 

18:00 

20:00 

午餐時間 

傳統原住民文化學習： 

1.採集野花 

2.小米園農事體驗 

3.編頭花 

4.彈性部落時間 

採集與共做阿粨 

族群、飲食與觀光講座（葉秀燕教授/達魯瑪克婦女會） 

達魯瑪克樂舞交流（專案經理陳秀紅女士） 

 

第三天 4 月 21 號 達魯瑪克部落-東華大學 

 

08:00 

13:30 

 

17:30 

19:13 

21:40 

早餐（自理或依當時狀況而定） 

達魯瑪克文化體驗：1.體驗小米農耕與採集文化 

                  2.體驗手工藝、衣飾文化 

                  3.生態旅遊座談（李張力元先生） 

觀光文化研究討論與分享 

晚餐 

搭乘 307班次回志學火車站 



4│行前貼心小叮嚀 

 

檢查一下行李吧！ 

東西都帶齊了嗎？（請打勾） 

活動組全體 提醒您 

 

□ 換洗衣物（輕便為主但要禦寒防濕、Travel Light!!!） 

□ 睡袋 

□ 手電筒 

□ 盥洗用具 

□ 輕便雨衣 

□ 毛巾 

□ 個人特殊藥物 

□ 田野筆記 

□ 健保卡 

□ 充電器 

 

 

 



5│行前貼心小叮嚀 

 彎腰學習之旅 101-2 觀光文化研究 

 

備註： 

由於出發火車為壽豐站，自行前往者請於 11：40 以前到達，

如為搭乘佳螢便車者（Joyce、冠博、筠茹、承勳），請於 11：15

在原民院停車場集合。 

 

 

 

 

 

 



6│心得感想 

胡克緯 Salizan Istanda Takihusungan 

小米與觀光的凝視，一方面代表著東華小米園的部落考察，

另外，則是觀光文化研究課程的移地教學。慢遊兩者之間，逐漸

帶出台東拉勞蘭部落與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觀光及生態旅遊的

部落圖像。三天兩夜的行程，就像濃醇的小米酒，雖然只能暫時

淺嘗文化的滋味與在地人情，卻搖晃出醉人的回憶，滿溢心中。 

拉勞蘭部落小米園王國 

三甲的山坡地，在被命名為「肥沃之地」的拉勞蘭部落，

展現的不僅是東排灣文化的在地知識，更透過部落營造與產業

行銷，發展獨特的小米產業文化。 

此次行程，我們看到正在栽種的「台東九號」，是台東農改

場最新改良的小米

品種，號稱產量最

豐富、種植時間也

較為縮短。隱約之

間，我遇見小米的

現代性，以現代農

業技術的結合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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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腰學習之旅 101-2 觀光文化研究 

育種的霸權，同時，也展示了小米文化的嶄新發展與未來。原住

民小米的地方品系與農改場育種之間的交流與界線，其實，也是

在地知識與現代文明的協商與揉雜。因此，拉勞蘭的小米品牌故

事，背後也有著更多值得重新思考的議題。作為小米園考察，我

認為拉勞蘭的成功經驗，確實給了我們許多學習的方向，例如小

米的種植方式、地力的培養等；作為文化觀光的角度，我認同拉

勞蘭的小米工坊能夠持續以部落為主體發展更多元的小米產業

文化，但是，我更期待拉勞蘭的成功經驗，能夠有更多的部落責

任與回饋，例如將資源投入部落的民族教育與部落服務，如同，

我十分欣賞戴牧師的比喻：「現代的獵人是以筆、紙及電腦，將

計畫做成陷阱，得到資源後，重新分享給所有的族人。」 

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成為那種獵人，更希望小米園的同學們

也能有這樣獵人的精神與能力，我們的未來才會不斷有收穫，

也能持續餵養我們的文化與土地。 

蝴蝶戶外教室、老照片與民族植物 

走過拉勞蘭，我們在達魯瑪克的第二天，一早便是魯凱文

化的走動教室。首先，我們透過「守護神儀式」正式進入部落，



8│心得感想 

以謙卑慎重的心情來認識這塊土地，如同我們在責任旅行所要

實踐的主客之道。接著，便是以大南國小為中心的文化課程。

印入眼簾的是義築計畫所建築的蝴蝶教室，用意良好，但是實

際使用狀況卻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我希望我們的小米集力所

也能夠持續實踐這樣的戶外精神，在自然環境中學習對話，打

破教室的空間權力與想像。另外，我們透過在地青年－家慧的

引導，數著牆上一張一張的老照片，找尋達魯瑪克的故事拼圖。

我特別注意到一組照片，影像內容則是日治時期的高砂義勇隊

與國民政府的入伍前合影，我忍不住鼻酸，因為，我想像著照

片裡的族人們的複雜心情，如同我們原住民族在這些歷史的無

奈與矛盾，一去不復返的是榮耀還是悲哀，身分的認同經常是

我們在認同道路上的「考古題」。最後，力元哥的出現，讓我們

感受到另外一種導覽的文化魅力，那是一般旅行中不常見的，

也是在地文化觀光很重要的另外一種人力資產。力元哥主要以

男子會所為大家介紹，會後也帶著大家走到民族植物園區解說 

，信手拈來，部落處處都是一本厚厚的故事書，只是我們要重

新打開感官來領悟，如同我們在小米園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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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腰學習之旅 101-2 觀光文化研究 

達魯瑪克五星工寮小米園 

參訪第二天的下午，我

們徒步走到秀花阿姨的工寮

小米園，一路則跟著媽媽小

姐一起摘野花，踏著部落的

步調，享受美好的午後時光 

。秀花阿姨的工寮小米園不

僅有五星級的觀光視野，更

是貼近食物家園的概念。我

們在小米與玉米混種的山坡

地上練習製作趕鳥器，大家齊心協力完成，那畫面真的很令人

感動，我們希望東華的趕鳥器能夠不僅能讓小鳥不要來，更能

為東華帶來不一樣的部落美學。頭花製作的課程也是同學們難

忘的行程，因為之前剛結束南王部落的婦女除草祭工作坊，一

樣是製作花環，其中樣式、花材都有不同的風格與方法，這是

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藉由跨文化學習的文化實作，去理解不

同族群的文化內涵。夜晚，更是精彩，就像烤肉香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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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熱情也如火炭般照亮每個人的心。我們在樂舞歡唱中穿

越不同的場景，從高山到海洋，從東華到達魯瑪克，媽媽小姐

的結婚典禮與文化行動劇更是不需彩排，若是這是我們的「強

項」，我們更應好好學習部落那種真實淳善的表演方式，在與人

互動的基礎上，交流溝通，暢懷彼此。 

達魯瑪克河堤頭花小米園 

最後一天上午，我們跟著大姊阿姨來到部落的祭祀廣場，

也順便參觀河堤的小米園。因為地力不足，加上氣候條件等因

素，使得這片土地的小米生

長不是很健康，阿姨強調：

「奇怪，以前的地也都不施

肥不打藥，但是都長得非常

好，哪像現在的土地都變

了，我想這個地方，之前就

是因為有打過藥，現在長出

來的小米都長得不好，我有

實驗的證據！」其實，我心

裡想的是，土地不曾變過，是人心在變。我們在小米園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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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腰學習之旅 101-2 觀光文化研究 

宗旨之一，也是希望我們能夠重新連結與土地的親密關係，透

過食育、永續設計等觀念，共同創造我們美好的生活，這樣我

們的文化也重新才有了溫度。 

達魯瑪克野菜學園與百合花小米園 

我們隨著秀紅阿姨的腳步來到約莫 4 分大的「野菜學園」，

除了精彩的作物種植之外，秀紅阿姨也與我們分享未來的願景 

，包括部落餐廳、雞寮、換工及在地旅遊等等。其中，我最感

興趣的便是百合花型的園區設計，如何建構具有在地特色的文

化地景，我想也是文化觀光中很重要的議題，同時，也是小米

園未來可以繼續思考的方向，如何透過地景表達不同的訴求， 

並蘊含許多在地知識，以空間共同創造人與自然互動的故事。 

飲食與族群及生態旅遊講座 

終於，我們回到了室內空間，有了熟悉的 PPT 及桌椅，準

備上課。老師與力元哥的雙簧也帶動了許多討論，我認為語言

在不同場合，都要有不同的轉換，一樣的觀念可以用不同的話

來說，重點是，要說到別人的耳朵裡面，這是我在面對部落生

活、學術課堂的身分轉換中的心得之一。整場講座，我最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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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聽到來自族人的對話與分享，從部落長輩到年輕人，都大

致分享了自己對於部落發展的觀點，我最大的感想是「笨鳥先

飛」，尤其許多改革的觀念與社會實踐，不管在從事部落發展或

文化事務時，常常考驗自己的勇氣與毅力，我在小米園的經驗

裡，也時常給我許多刺激，更何況真實的部落與我們的社會呢？ 

媽媽廚房小米園 

我們在部落的離別晚宴，親手製作魯凱阿拜，也是我們的

伴手禮。這是充滿情感與回憶的文化滋味！大姊阿姨家的廚房

每天都上演著精彩的「可食秀」，旁邊是蓋在水溝上的雞寮，再

過去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片豐碩的小米園，這樣的場景，也是我

們在部落的家，成為這短短幾天，最豐富也最溫暖的記憶風景。

從「魯凱湯圓」、「哆啦 A 夢」、「南瓜布丁」到最簡單的野菜稀

飯、樹豆湯等，都充滿在地人情與別具風格的美味，我們在餐

桌上，不僅只是消費，更是一種分享還有回饋，包括整理碗盤、

幫忙備料，以及，這些食材也都幾乎是在地取材，許多更是傳

統食材透過新創手法展現不同料理方式，我看到的魯凱文化就

不只是文物館的歷史想像，而是日常生活的展演，以一種更貼

近人的互動，展現不一樣的文化溫度，這是我最感到美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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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滋味。 

小米與觀光的凝視，在這短短的幾天當中，也許還只是算

是瀏覽，希望有機會能夠再深入的觀看，透過不斷敘說這裡的

故事，分享給更多的人，甚至，企圖改寫我們對於觀光旅遊的

窄化想像，更進一步，實際參與部落文化觀光的發展與規劃，

我想，文化就值得我們繼續「吃喝玩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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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二 林昱丞 

很多很多的第一次，對於台東的感覺還很陌生，只是片面

知道台東有蘊含豐富的族群文化之美，這次我們從課程中，配

合責任旅行的理念與行程規畫，我們到了台東新香蘭部落以及

Kapaliwa 達魯瑪克部落。 

對於旅行的概念，就只是單純的計畫時間、地點、做甚麼

看甚麼玩甚麼就這樣，最重要的就是越便宜越好，這次的文化

之旅讓我驚艷滿滿、回憶豐收，編排好的行程，到了部落之後，

反而更多發現了，這時我才發現，既定好的行程比不上當下想

到的，就這樣我們的行程在這時非常自由，但裡頭的意義重大，

做了一大段的火車，到了太麻里後，部落的導覽員載著我們，

介紹新舊香蘭的故事，到了拉勞蘭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進去

裏頭的小米工作坊，嘴裡直直不斷出現「原來這樣也可以做喔」

工作坊裡的驚喜，滿滿的文創理念；之後的部落巡禮也到了新

香蘭的小米園，也是大開眼界，聽到導覽員阿忠哥的詳細解說，

在青年會所也與我們分享在部落工作的經驗對話及排灣族的階

級制度，第一次到排灣族部落的我感受很深很深，也很感謝戴

牧師跟我們的對話，讓我領悟到新香蘭部落還有一個新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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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從傳統到創新」，就像從山上的小米園連結到拉勞蘭小米

工作坊，現在想起來替他感

到開心。 

再前往下一個目標之前

呢，也讓我見識到責任旅行

的意義了，雖然在旅行的路

途中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但是，只要我們相信，一定可以

解決的，很感謝新香蘭的朋友們送我們到下一個目標—Kapaliw 

-a 達魯瑪克。到了老師傳說中的大姊的家，熱情款待我們，部

落的姊妹們也是一個接一個像是演唱會接力賽的，就在這樣的

歡樂氣氛之下拉近彼此的距離，在旅行當中得到小小意外的收

穫，隔天，一早起床開始幫忙協助部落的早餐，繼續前往我們

的責任之旅，過程中，我們到了大南國小的文物館，讓我對達

魯瑪克部落演進史有著小小的概念了，尤其是那「五把刀」，對

於器物非常的慎重，還有命名的神聖且重要不可侵犯性，希望

下次有開選排灣魯凱系列的研究，可要多吸收一點，才不會書

到用時方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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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後，我們到了老師的姊妹群中的老么秀花阿姨的

工寮和農田，我們協助製作趕鳥器，讓我們這群在東華小米園

種田的我們再度的大開眼界，不得閒的我，趕快衝進長輩旁，

接到指令馬上彎腰學習，也讓我更接觸到部落的小米如何種植

及照顧，看到阿姨的小米和玉米一起生長，感覺好特別，像在

探索眼前的未來，有著小米和玉米陪襯，製作趕鳥器的過程我

們很快樂，回到工寮後，老師的姊妹們也漸漸到齊，便開製作

花環順同步進行晚上美滿的晚餐，很感謝小弟弟勝武指導我編

花環，「小老師大學生」就是這樣，不怕生的部落小孩，讓我又

更加喜歡這裡的人情溫暖了。 

到了晚上的文化之夜，副標是文化展演接力賽，不插電的，

透過高級麥克風玉米的立體聲道傳出，美妙的歌聲在此呈現，

我們也不妨多讓，拿出看家本領全部

都展現了，激起了叔叔姐姐們的鬥志 

，也再次讓我們意外看到了小米播種

的歌舞表演，真的是賺到了。 

到了最後一天，我們與部落的菁

英們圍坐一起，分享與討論部落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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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飲食文化，也看到部落的凝聚，是需要一番努力才能夠有

相當亮眼的成績，在最後的時間，我們也不浪費，製作非常美

味的「阿粨」讓我喜歡上它，他跟奇拿夫的感覺類似但包裹的

內容物不同，真正好吃，在此畫製作完的通通帶走，真的感謝

你們。 

回程才知道，這樣的旅行，可以一次再一次的，要說他是

田野調查嗎，不完全是，吸收很多充實很多，很感謝這麼多寶

貴的生命經驗及文化之美，還有過程中同學們的責任旅行，享

受完這樣文化之旅後，也激起我趕快繼續修改期末的旅遊計

畫，期待是一個享受幸福且令人回味無窮的責任旅行、文化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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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二 謝佳螢  

這趟旅程我想起了一句話「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在

西部生活久了，很容易忘記了這樣真誠的人情味是什麼，總是

習慣戴上專業及禮貌的笑臉待人處事，因為這樣對自己及對別

人都比較輕鬆，人情味淡得像去了鹽巴的海水，我們的第一站

是台東太麻里的新香蘭部落，這個部落對我來說真是既熟悉又

陌生，早就在 Sakinu 的薩可努三部曲中讀到關於這個部落的種

種故事，修習基礎族語時也常聽起戴牧師談起部落的種種，但

卻一直沒有機會到部落去，在短短半天的參訪中我感受到了部

落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同時我也體認到老師說的「有些課確實

不適合一直在教室中進行，需要視課程內容做移地教學的調

整。」在拉勞蘭我打開了眼睛、耳朵不斷回想戴牧師對我們說

過有關部落的一切以及排灣族文化，原來族語的傳承是和文化

有這麼緊密的連結，原來文化不只是在課堂上說說而已還得把

自己置身在那樣的環境才能有所體會及收穫。 

在拉勞蘭我們從參觀小米工坊開始到繞著部落來到小米田

一直到參觀了男子聚會所，感覺到這個部落有一種生氣蓬勃的

朝氣，並且有一種創意的能量，就像在達魯馬克部落一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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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感受到阿姨們充滿生命力的活力，在參訪過程中聽到老師

說「每次回來部落，總是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和有一些新奇的

事情在發生。」這和我在都市的經驗非常不一樣，偶爾回去一

趟台中，總覺得市容沒有太大變化，也許是一些店開了又關關

了又開，但是總感受不到像部落或鄉村這種生生不息的活力，

看似喧嘩的都市確實則槁木死灰而看似寧靜的鄉村卻生氣蓬勃

茲茲不息。 

在兩個部落中分別有回到部落的青年帶著我們繞著部落如

數家珍的介紹著部落的種種，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們的眼睛都是

發亮並且充滿自信的，我想這是找回自己和土地、文化的連結

而產生出來的驕傲吧！藉由當地族人訴說自己的故事，介紹自

己所知道關於這片土地的一切實在非常不同於以往旅行團式導

遊在介紹景點，記得有一年夏天，我旅行到了台東泰源幽谷，

那是一個群山環繞的小村落，四周也有猴子在山林中奔跑，非

常的漂亮優美，再往前走我發現有一台遊覽車停靠，附近一群

觀光客非常大聲的喧嘩，還拿起零食香蕉餵食、逗弄猴群，我

非常的錯愕，因為旁邊有一個禁止餵食猴子的告示牌，我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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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拿著領隊旗幟的年輕人問他「你沒看到標語禁止餵猴嗎？

而且你們那麼大聲會吵到這座山！！」當時有一個團員回我「你

管太多了吧！這又不是你家！」他說的沒有錯，這片山林不是

我的，但也不屬於誰的，所以互相尊重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嗎？

隨意餵食猴子會造成生態的破壞，這不都是旅人們的道德責任

嗎？就像力元大哥說的「旅遊也是一種教育。」觀光客是需要

被教育的，透過阿宗及力元大哥我們也學習到了對土地的尊重

及一種旅人的負責態度，過去的領隊導遊帶著旅行團一個接著

一個景點的走馬看花、拍照、購物，完全和當地人及土地、文

化沒有連結，也不懂的尊重，實在是相當不當的，就像李維史

陀說過的「……就像一把新石器時代的火，走過的地方只剩一

片灰燼。」而人類何等自大可以這樣燃燒完這一片文明及山林

呢？ 

自從開始工作以後，我去過不少地方，也在澳洲待了快一

年才回到台灣，卻從來沒有真正認識過我們所居住得這個小島

及這個島上可愛的人，太過快速的資訊及交通工具讓人與人、

讓人與土地越來越遠，五光十色的資訊也讓我們對很多事情都

麻木了，我們越來越“進步”，可是怎麼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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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開發和進步並沒有為人類帶來更多的快樂，那麼，我們

還要進步下去嗎？去年，我決定給自己多一點時間在台灣東部

生活，於是我來到東華大學，很高興認識了許許多多善良及可

愛的人，在加入小米園之後我更常常感受到一種能量在我們之

間流動，這一次更是高興透過老師課堂的緣故來到了兩個部

落，在部落的這幾天老師上課的內容一直不斷的浮現在我的腦

海中，關於責任旅行、還有書上曾經提到〝我們的景點是別人

的家〞、我們是否會過度消耗當地資源？有沒有一種方式是可以

對這片土地有所回饋呢？ 

近幾年來，太多的事情一直在發生，而花東發展條例也像

一個巨獸一樣隨時會吞噬這片土地，從反核、反美麗灣、反遷

葬、反山海劇場，每天每天都讓我們覺得生氣，我想這除了是

人類的自私和貪婪之外，我們實在是對這片土地不夠認識及了

解，在達魯馬克住了這幾天之後，我想若是有一天有人想在當

地蓋一個五星級飯店或是劇場，我想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會舉

手贊成的，我在想，如果那些決策者、那些大財團有感受過部

落這樣單純的美好，他們還會想要做這樣不當的開發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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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親自品嚐過部落媽媽用滿滿的愛心製作的湯圓和阿拜，

他們還會想要坐在五星級飯店品嚐飯店大廚的牛排嗎？如果他

們也親臨了文化之夜阿姨們即興的行動劇還會想要坐在山海劇

場中看著穿著傳統服飾的原住民跳著一樣又一樣的山地舞嗎？

如果我們是這麼樣愛這個部落及受過阿姨們這樣無私的款待，

我們還會想要對他們進行剝削及侵略嗎？人與人之間如果少了

那麼有溫度的接觸，那麼旅程還會精采嗎？這些問題我其實沒

有答案，但是我想這幾天帶給我的感動可能會在我的腦海裡保

存很久吧！我想，當我在對許多事情感到心灰意冷時，在想到

戴牧師堅毅的眼神、阿姨們充滿生命力的微笑時，我會覺得這

世界上還是充滿希望的吧，最起碼，我現在是帶著感恩及開心

的心情打完這篇報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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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一 林皓恩                                                                                                                                                                                                                                                                                                                                                                                                                                                       

在這三天的行程中,讓我特別理解到甚麼叫課本外的知識、 

長輩們身上中的經驗、做中學等；而在這次的行程中被分配到

的職位為"活動組"，在這三天的活動中也讓我了解到活動組的

所要面對的問題、掌管活動的節奏性、特別靈敏的感官等，也

讓我知道“活動組”並不是行前準備好就好，在整個行程中除

了主要是節奏掌控的關鍵人外，還要主動的去留絡當地的人作

為行程配合，而這也是在這次行程中所發現自己所不足要去學

習的地方。 

首先在第一天新香蘭的行程中，我看到了一個懂得去包裝

自己、懂得去保存自己與傳承自己文化的部落，並且見識到了

當地土地的肥沃之力，無論是再小的角落都能發現植物們長茂

然的樣子，而這中其實也讓我知道，其實只要你肯用心去栽培，

植物們都是可以長得如此的高大與健康，而這也是我在小米園

時該去學習的地方，就算時間的因素，其實只要我肯用心的去

栽培小米們、紅藜們，它們必會回應自己的主人，長得高大又

健康；再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當地部落所傳承下來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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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所，在集會所中聽到大哥所教導的各種禁忌、文化事物、

自身小故事等等，從中讓我省思的是大哥所提到的，“為什麼

我是原住民”、“身為原住民我做了甚麼、我能做甚麼”；在

大哥口中的大大小小故事中可以知道，身原住民的我們，除了

自我認同外最重要的就是在於行動力，以及如何傳承，而再次

連接我們自己的小米園，我們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所做的、所

學習的都是我們自己的文化之事，雖然看起來或許微不足道，

但其實小小的文化之園卻是附函了可能幾百年來所傳承下的知

識與力量，而我們所做的就是去了解去學習、去保存以及傳承，

如果身為原住民的我都不好好的去把握這塊美麗的肥沃之地，

那還有誰能去守住這文化不被遺漏呢。 

在第二天與第三天的達魯馬克文化之旅中，特別讓我見識

到了部落中的活力與熱情；第一晚在達魯馬克杜媽媽家中馬上

就見識到了達魯馬克”媽媽們”的活力以及熱情，也見識到”

活動組”的機動性以及帶活動的本領；第二天學習到了鹹湯圓

的做法以及在小米園所需的趕鳥器，從中看到了在地美食以及

部落裡農人們的生活智慧，簡單的幾樣配料、簡單的幾樣生活

可觸及的器物就可以做出美味可口的鹹湯圓以及小米園的趕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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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當天晚事的文化之夜/宴更是讓我感到不虛此行。 

第二天非常之歡樂的文化之宴，雖然說不是第一次體驗這

種歡樂的氣氛，自己家裡的聚會也常常是這麼的歡樂，但可能

因為是自己的家所以感到理所當然，但在達魯馬克這文化之宴

中卻又讓我看到了不同的事物，儘管久是這樣一杯接著一杯的

喝、食物這樣一口接著一口的吃、舞一段接著一段的跳，在這

麼歡樂的氣氛與場合中，就充斥著當地的文化可以日我們學習 

；像是當日最搞笑的結婚段子，看似好玩、搞笑，卻也讓我了

解到在這部落裡，結婚也是有自己的習俗；而在之後的命名，

也看出部落裡是如此的尊重自己的文化；除了這些外其實還有

像很簡單的、看似不起眼的卻也是老師時常提醒的“分享”，

在這三天的行程中不管是哪個部落中，長輩們都展現了一個我

們所需學習的特點，就是分享，不管事食物，文化等，長輩們

總是樂此不疲的分享給我們，這是我們所要學習的精神。 

三天中我學到了很多很多，不管是長輩們身上的知識、土

地上所學習到的用心等，非常開心能夠有這次快樂收穫又豐富

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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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一 盧中彥 

火車慢行，朝向台灣的東南部駛去。在火車上，沒有太多

精力去觀察身邊的人事物，因為剛結束期中的課業，全身精疲

力竭。這次我是負責活動組的部分，活動組在整個行程裡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不是核心，但卻串聯著每個環節。出

發前一天，我跟老師討論了一整個下午的行程，在時間點的面

向來看，相當不恰當，因為隔天就要出發，行程卻還沒有確定，

所以這點是需要改善的部分。行程安排的形式現在有很多種，

依照設計者的理念與訴求，走向精緻化亦或是大眾化。行程細

部的“抬頭”也很重要，如何敘述的有趣又簡潔是個技巧，時

間的書寫方式也是一門學問，當行程所需時間相當彈性，你要

賦予這個時段多少時間才不會導致行程鬆散、斷層？這些是我

與老師討論過後所學習到的。 

上大學之前我都住在台北，對於部落的接觸相當鮮少，印

象中的部落就是族人的群居地，房子的質地是風乾後的植物纖

維，屋頂由泛黃色的葉片所覆蓋，這樣的觀念很過時也很簡窳。

在原民院讀書之後，經由書本閱讀、實地走訪，看到了許多部

落形態，完全顛覆了我對於“部落”原本的想像與面貌。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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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參觀了拉勞蘭部落與達魯瑪克部落，這兩個部落都是現代

與傳統揉合的成果，在拉勞蘭部落我看到傳統文化與現代產業

的結合，先民的傳統文化種植，在現今已經不只是純粹的糧食

生產了，搭配計劃與行銷技巧、還有產品本身的創新性，將古

老的結晶包裝在現代的外衣裏，新舊融合衍生出展新的商品。

在達魯瑪克部落，我看到的是部落漸漸活出新的姿態，我看到

的達魯瑪克部落就像社區一樣，是個緊密的社區網絡，人與人

之間層層堆砌，有許多組織，每個組織的功能性都不一樣，於

是達魯瑪克在組織的分工與合作之下漸漸茁壯。 

最後我想討論的議題是，觀光業到底是“精緻的服務業”

還是“大眾化的商業”？精緻化指的可以是旅客的數量、行程

的安排……等等，對於觀光最大眾的想像就是旅行團，還有走

馬看花式的行程，不過這些做不出“觀光的初衷”，觀光的本

質應該是轉移場域學習，把自己放進另一個文化脈絡裡。精緻

化可以提高旅遊的品質，拾回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聯結。上過

觀光文化研究後，深深的感受到觀光是一門學問，旅行並不是

一件輕鬆的事情，處處都充斥著責任，當我們深為旅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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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必須要好好省思自己在旅行中的每個選擇跟方式是否負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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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一 陳冠博 

04 月 19 到 04 月 21。葉老師帶著修課的同學，前往台東新

香蘭及達魯瑪克，在新香蘭時，由阿忠大哥帶我們巡禮部落，

一路上有許多值得驚奇的地方。印像深刻的是在小米園以及青

年會所的分享，由阿忠大哥的引導之下，讓我更了解，其實還

有很多原住民的傳統精神並沒有死，例如他們看森林的林相來

預知他們何時做最適當的農耕或是打獵期。在青年會所時，要

按照年齡階層進入會所，最小的男生負責發檳榔，放假期間都

會有部落青年回到部落幫忙……等等。在裡面學到了很多。之

後再戴牧師分享新香蘭部落的社區營造之下，呈現了在地的小

米、紅藜的價值，更發揮了現代獵人的精神，及行銷手法，很

佩服戴牧師為部落奉獻，讓我們看到他的偉大。之後在鼎東客

運的末班車開走的情況下，我們得到了新香蘭部落的幫忙，讓

我們順利的到達達魯瑪克。 

看到葉老師與杜桂華阿姨熱情的擁抱，就知道了老師與部

落的感情是多麼深厚。阿姨熱情的招待我們，與一群媽媽們又

唱又跳，過了熱情的一晚。隔天一大早，阿姨就早起幫我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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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早餐，之後由村長幫我們進村的祈福儀式，再前往大南國小

聽立源大哥與村長的女兒分享達魯瑪克的歷史，下午就到了秀

華阿姨的農地做趕鳥器，教我們編花環，晚上就在工寮文化交

流，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感覺自己完全沉浸在這樣美好的氣氛

中，到了隔天，我們就跟這桂華阿姨，巡禮部落，看看小米園，

走走百合花農田，感受平靜的農田氣息，放下以往很匆忙的腳

步，再次走向田園，欣賞他的美，巡禮完部落之後，下午在鄉

公所舉辦了一場，葉老師與立源大哥講座，後來村長也分享了

如何使部落的社區營造更好的分享，我們也做了互相的交流學

習，回到阿姨家，媽媽們教我們做阿拜美食，還讓我打包，還

送我們到車站，很快的 3 天 2 夜的行程就圓滿的話下句點了。

這當中學到了很多也要感謝的人很多。 

這次的旅遊經驗真的算前所未有，體會到有經驗的人帶著

你去了解一項東西，一項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打開心

胸去接納去學習，才能讓自己的視野更開闊，更沒有侷限性。

我也認識到許多原住民的智慧，老祖先的結晶，例如阿拜包的

是糯米，吃多了容易脹氣，所以老祖先們就再裡面夾了幾張的

假酸漿葉，吃多的阿拜也不會脹氣。而最讓我感到佩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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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新香蘭還是達魯瑪克，他們的熱情深深感動了我，美好

的事物都與你做分享，無一保留的分享給你，也讓你覺得很不

好意思。感謝所有承辦這次活動的人，包括行前規畫活動的，

紀錄的，交通的……等等，也感謝老師讓我們有這樣多元的學

習，體會旅遊的樂趣與意義，更感謝帶我們，幫助我們學習的

長輩們，讓我們更了解多元文化的重要，更能將這份愛帶給更

多人。 

 

 

 

 

 

 

 

 

 

 



32│心得感想 

族文一 朱希文 

這次活動我擔任總務的職位，在行前好像沒有做甚麼，可

是在活動時我要時時刻刻的注意經前的出入及保管，不過我有

點小過失，之後會更加小心。 

從看到課綱的那刻就一直很期待去新香蘭以及達魯瑪克，

尤其是達魯瑪克，是甚麼樣的部落讓老師這樣難以忘懷，經過

這次旅行，我都想要當阿姨們的女兒了。 

在新香蘭，這個肥沃之地，我看到部落中對小米及紅藜的

創新，以及部落發展。我看到頭目家的雕刻，可惜沒有機會見

到頭目，這說明遊客真的不是最大的，來到別人的部落，不能

喧賓奪主。沿路的作物，延路的智慧，在他們的小米園，看到

他們與我們的不同，小

米園對他們來說是及其

重要，三個人可以一個

禮拜完成開墾，這讓我

想到我們的小米園，大

家真的都很忙嗎? 還是

沒有用心去愛他?我很佩服戴牧師所說的，我們還是獵人，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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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是紙、筆，獵

物則是錢，計劃書

是陷阱，既然原住

民不能在山中自由

打獵，那我們就當

平地獵人；聽起來

新香蘭是個很前衛的部落，可是他們並沒有遺忘或走失初衷，

他們的小米跟紅藜還是一樣強壯巨大、部落的青年在時日裡還

是會前往青年會所、依舊反核、反美麗灣。在會所裡，年齡制

度很重要，態度很重要，我走進那間炊煙裊裊的會所，我心戰

戰兢兢，想起亞榮隆．撒可努書中的話語，果真跟現時一樣，

時間不同，那煙還是一樣神秘，也很可惜沒能見到這位我最喜

歡的作家。時光匆匆過去，一下就到與戴牧師晚餐時間，我要

推薦最佳的飲時就是小米酒，加上檸檬的味道真的不是一般的

厲害，難怪大家一杯又一杯，果然是“千杯萬杯再來一杯”。 

接下來的目的地－達魯馬克！一到貴華阿姨家，當然就是

少不了的自我介紹，秀紅阿姨好會帶氣氛，然後又是一大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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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酒，加上糯米又是不一樣的口味。我很喜歡大家彈著及他

一起唱歌的時光，難得有志同道合的人，這幾天的夜晚，真的

很開心，也重拾信心對於自己的歌聲，得到別人的讚賞心裡真

的會很開心!一天就這樣過去，期待隔天來臨。隔天一早起床，

村長替我們祈福，讓我們在這靈性的部落能得到保護。很感謝

這次有當講師的老師們，對魯凱族有進一步了解，還有力元哥

所教的民族植物，在學習中我們可以擷取適合小米園的，也可

以跟部落分享自己的經驗，跟部落做交流，這真的比坐在教室

翻書來得有用多，在跟阿姨們的談話中也可以比較自己的族群

跟他們的生活差異，延伸出許多 Q&A，阿姨們很好聊天又很幽

默，而且魯凱族的姑娘都好美，還巧遇學弟。最難忘的就是文

化之夜了，阿姨叔叔很開心在聊天喝酒，卻不忘我們這些孩子

的肚子，也互相較勁了一下，當然還是長輩們厲害，隨時都可

以把身上工夫現出來，回到東華可要好好充實一下自己。雖然

開心，但講到老師的名字，他們都嚴肅起來開家族會議，阿姨

們要對老師負責，也要對他們的傳統負責，這也是我第一次旁

觀取名字大會，不能馬虎，也不能草草了事。 

看到這些場景，我想到以前媽媽帶我去的工寮，好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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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歡樂，只是小時後不懂，也不了解文化，只知道媽媽在喝

酒、吃檳榔、唱十元卡拉 OK，不喜歡這樣的媽媽。現在換我

沉靜在這樣的夜晚，沉靜在這樣的文化當中。我很慶幸自己加

入小米園，選了這門課，也很謝謝老師及克緯哥還有大家的陪

同，這是我大一生活的調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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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四 林懇 

這次的旅行好特別，跟一群不熟悉的人，去了不熟悉的地

方，特別的有趣。多了一個充實的經驗，非常感謝老師給我們

機會也特別感謝同學細心的安排。 

第一天早上特別早起去考英文，為了本次活動提早兩個小

時去考試，但腦中都在想過幾個小時就要去到台東。心裡非常

害怕，不知道會是怎麼樣的旅行，也不斷在想責任旅行到底是

怎麼一回事？只知道去了就對了，答案要自己去台東感覺。到

了太麻里一個名叫阿忠大哥的人來接我們去新香蘭，開車途

中，看到一些八八風災的痕跡，心裡開始有些恐懼，目的地到

底會是怎麼樣子。但原來，就是一般部落的樣貌。停留新香蘭

的小米工坊，我想到我們(利澤簡)社區的老街也有一個叫做民

家館，也算是我爸的一個夢想，想用民家館發展社區觀光。但

看到小米工坊，就覺得民家館有待加強。過不久，阿忠大哥帶

大家行走部落，新香蘭又稱拉勞蘭，肥沃之地的意思。真的是

肥沃之地，部落有一顆波羅蜜，我家也有波羅蜜，但長出來的

果實大小差了三倍左右。 

行走到拉勞蘭的小米園，因為本身沒有參與東華小米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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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所以沒有特別的感覺。但是之後到了青年會所，感受到

進到軍營氛圍，聽阿忠大哥的說明，才知道排灣族到現在還是

很重視會所的概念，部落大小事都跟會所有關係。最後由戴牧

師與大家來一個座談，其實在現代社會中，我發現就算是社區

營造，也是很需要商業頭腦的，像包裝和精美化這樣的概念。

戴牧師也分享獵人的概念，現在的社區要像獵人一樣，將計畫

書當作武器，經費想成獵物，當捕捉到獵物時，最重要的是分

享，如何將獵物讓部落的人都能受益，這是它分享給大家的概

念。我覺得戴牧師不但是牧師還是農夫、企業家、獵人。 

晚上到了一個好精采的地方，讓我再次愛上台東的貴華阿

姨家。外觀內在都很豪華，但這都不是重點，人，才是我所愛

的。一到阿姨家，就有熱情的招待，還有歌聲的陪伴，從不間

斷的還有歡笑聲，像海浪一樣一波一波的打上來。我想這是責

任旅行很重要的一點，打開心胸，看見不同族群之美。 

隔天一早，聽見阿姨在廚房忙進忙出，準備豐盛的早餐。

我最愛那個野菜粥跟蔥抓餅，尤其野菜粥，簡單又營養。吃飽

之後要繼續我們的旅行，但在旅行之前，以及踏上別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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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當然要先有個告知的動作，由村長為大家做一個祈福。

原本以為祈福可能是在你身上去除不好的東西之類的，做了之

後才知道祈福是很重要的，進入別人土地前，一定要尊重當地

的人還有祖靈。告知祖靈我們的到來並且讓我們平安，尊重當

地的祖靈，這也是旅行很重要的一件事。生態旅遊，少不了去

看植物，上一些生物課。但不同以往的是，這些植物卻是跟達

魯瑪克生活息息相關，像血桐、咬人狗，我對他們印象深刻。

我從小到大，聽那麼多的生物課，目前為止，只有他們我聽一

次就不會忘記。 

我很愛吃，這次學了好多菜，其中多拉 A 孟，就一團麵粉

跟一塊肉，就形成了一道佳餚。部落的佳餚我歸納出重點：簡

單作、營養多、一口接一口。山上的工寮，不斷傳來的歡笑聲，

讓我感受到責任旅行的真諦。比較畢業旅行，那只是一個把錢

用光的方式，不能稱作旅行。這樣的旅行，比起去國外花錢買

紀念品，有意義多了。能看見的不是：「哇！這沙灘好美！」而

是：「哇！這群人好可愛！我好想當阿姨的兒子！」部落的姐妹

們使出渾身解數跟我們年輕人 PK，作文化交流。小小的工寮裡

學到編花環、魯凱文化、聽到姐妹們傳統吟唱。教室裡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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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來了，也深深印記在腦海裡，變成了美好的回憶。 

其實達魯瑪克想要做部落觀光，我看到姐妹會是一個很重

要的鑰匙，如果能夠善用這把鑰匙，我想這會有很大的迴響。

我的想法和老師的很像，媽媽廚房的概念，將部落的這股人情

味傳達給來到達魯瑪克的人們，有點像來到達魯瑪克交朋友。

去過了達魯瑪克，一定還會想再去，也一定會帶朋友去。這個

鎖如果有這把鑰匙，可想而知，達魯瑪克會有更多人像我一樣

愛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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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一 李恩廷    

坐著火車前往新香蘭部落和達魯瑪克部落，開始我們的責

任旅行，我們這次的旅行就是要對自己負責，對環境負責，對

在地所有的人事物負責，突然這樣一說，感覺一躺旅程的壓力

都來了，到一個地方就要先保持敬畏的心，然後開始去發掘有

甚麼可以增進自己的事物，學會問，大小事都不放過的去學，

很累但也很值得。 

我喜歡致力於社區部落營造的阿忠大哥，他用像在講別人

玩笑一樣講著自己的故事，天性樂觀的原住民是讓我喜歡他們

的原因之一，他們也很喜歡幫助別人跟分享，有著各位人士的

幫忙，讓我們的旅程更加的順利，幫助我們從新香蘭到達魯瑪

克，人際關係的培養在責任旅行也占有一席之地，因為我們和

他們有著一點的因緣際會，在幫助我們的過程下也形成一種責

任旅行，雖然大眾交通工具當時不管用，但隨之也有了替代方

案。部落裡的人或是老師一直說我們有空都可以回去那邊回饋

部落，感覺有很多事可以讓我們在裡面學習，當下我就浮現好

多暑假到部落學習的畫面，例如學習如何看林相，當相思樹開

花時該種甚麼，甚麼時候適合打獵，這些都是從以前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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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戴牧師一直重複這些智慧真的是準到不行，有些人幫

忙收集先人的智慧，有些人幫忙部落產品的行銷，這些人的聚

集讓我們看到一個社區部落營造成功的案例，反觀我們在達魯

瑪克參加他們部落營造的一場會議，感覺得出來他們還有很多

難題待著去解決，但達魯瑪克讓我感覺到一個部落裡婦女的熱

情，從第一天剛到的晚上就開始彈彈唱唱，用很特別的方式自

我介紹，到之後夜晚的行動劇，感受得到他們的活力，我喜歡

他們優美的歌聲加上幽默的談吐，總是令人笑開懷。 

快樂就是如此的簡單，我覺得原住民常常比一般人更能把

快樂感染給別人，但也不是絕對，我們都可以去學習把快樂感

染給別人，保持一顆快樂的心也是責任旅行的重點，沒有快樂

的心甚麼風景都不美了 

，感謝這次安排活動的

同學、老師、助教及部

落裡的大哥們、婦女們 

，希望能有下次機會在

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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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設一 徐筠茹 

嘴巴吃著那天從部落帶回來的 Abai，咀嚼的不只是米粒和

肉餡的香味，而是第一次從部落裡學到東西與得到的感動。 

勞蘭小米工坊 

我把這次的旅程，定義為

與部落的初次見面。一開始踏

是位於新香蘭的拉勞蘭小米工

坊，我們在小米工坊後院被又高又壯結實纍纍的紅藜給震懾了 

，這裡果真是肥沃土地(拉勞蘭在族語的意思)。工坊的阿宗大

哥帶領大家參觀了他們不一樣的小米園，這裡是利用直播的方

式，與學校的小米園截然不

同。又進入帶有一層神祕氛

圍的男子聚會所，會所裡的

每樣東西，都有著法力似

的，不禁讓人感到敬畏與一

絲的膽怯。阿宗中大哥說，這裡就像個小型的社會，在會所的

男子是有分層級的，平常也是不開放給女子進入。 

傍晚，終於見到老師口中的戴牧師，牧師真是一位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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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把在部落的經營模式比喻成現代的獵

人，用筆、紙、電腦代替獵槍、火藥在文字中建築陷阱，讓政

府機關跳進去並得著金費，分享給族人。這種演化的狩獵文化

完全體現在牧師身上。 

拉勞蘭是這趟旅行的前奏，因為客運的搞烏龍，我們借著

族人的幫助，連結到這趟旅程的目的地──達魯瑪克。 

達魯瑪克相見歡  

 在達魯瑪克，我看到族人的用心，從村長替我們辦的入村

儀式，到阿姨他們的熱情奉獻，我們處處都受到祝福。阿姨們

就像媽媽一樣，為我們準備這，準那的，不曾看他們有閒著的

時候。所以我們更因該主動去跟阿姨們幫忙、說說話、問問題，

他們都會很無私的告訴你。 

 在前晚的相見歡中，我就見識到阿姨們的厲害，柯媽真是

個有趣的媽媽，話裡總帶著杜小姐的杜氏幽默，把大家逗得開

心極了。秀紅阿姨很會把現場的氣份炒熱起來，大家又唱又笑

直到好晚才入睡。 

我很喜歡第二天下午的行程，我們來到五姊，秀花阿姨的 



44│心得感想 

愛的小窩，其實是阿姨與叔叔的菜園，我們一起幫忙架設趕鳥

器。他們讓被養育的狗狗做點付出，是個很聰明的設計，多虧秀

花阿姨的菜園，在回到學校的小米園也要把這項智慧用上。 

體現文化 

 在秀花阿姨的菜園

裡，我很感動的畫面是

大家一起學習編織花

環，阿姨們認真處理花

草的樣子，那份溫柔、

和善、給人很安全的感覺，在阿姨幫我把編好的花環戴在我的頭

上時，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種想掉淚的感動。 

    晚間的文化之夜，精彩的讓人想拍成一部電影，黑暗中，一

盞燈光撐起了一場歡樂

的文化體驗，大家不停的

接受阿姨們連連不斷的

驚喜，先事歌唱、跳舞，

後來行動劇都出現了，甚

至早上利源園大哥介紹的銅鈴也出現了。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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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了魯凱族的結婚儀式，真是好看到不敢眨眼睛。阿姨他們

美麗的歌聲，如今還在我腦裡迴盪著。 

異地的小米園 

第三天，柯媽帶我們去瞧在河岸邊的小米園，一到那，每

個人都直說「好可愛唷!」，原來，因為氣候的關係加上人類使

用土地不當，造成小米們在不到十五公分的高度就抽穗了，這

些小米穗最後都只能用來做成文創商品，不能拿來食用，真的

好可惜，尤其有親自播種小米的經驗，我更是替這些小米感到

不捨。 

野菜學園 

我們有東華小米園，達魯瑪克這裡有野菜學園，野菜學園

很有巧思的把土地畫分區域，構成百合花的圖案，我很喜歡這

個設計。而且這裡是部落合力來照顧的，大人小孩一起來，這

就是所謂的土地即教室。我們雖在異地但進行著相同的東西，

這種感覺好奇妙，我們彼此交流能互相學習真是再好不過了。 

Abai 做休止符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在旅程來到了尾聲，大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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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一堂，學習製作部落美食"Abai"，從阿姨手中接過熱熱的

Abai，回顧這幾天的飲食，阿姨們無不用心的替大家準備，桌

上的每道料理，都加了每位阿姨的祝福，他們用愛當佐料，讓

我們吃得口口都是幸福。吃完最後一到晚餐，我們各自提著一

帶 Abai、飽飽的肚子和滿滿的收穫啟程，很慶幸在這堂課中，

可以跟著老師前進部落，站在老師肩膀上，我們得到很多寶貴

的經驗與認識這些很棒的阿姨們、村長、力元大哥。 

希望有機會我可以自己獨力再次前往部落學習，更期許自

己在將來可以為某個部落帶來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