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拉克吹起的教育風
瓦礫堆間的巴楠花‧根與夢的土地故事

生命土地故事講座
第一講座：根的思路
第二講座：夢的進路
第三講座：意義旅人



從山上到山下的
民族大愛國小‧巴楠花部落小學

《巴楠花(panan)》新校徽故事與傳承本心



第一講座：根 的 傳 薪
第1堂課 ‧山上記憶漸模糊

那瑪夏民族國小我們的學校



第 2 堂 課‧莫拉克吹起教育風

莫 拉 克 八 八 風 雨 聲



第 3 堂 課‧旗山寄讀流浪的記憶

在旗山寄讀‧唱出自信療癒爭取認同贊助1



第 4 堂 課‧學校誰來蓋

在旗山寄讀‧族人.誰蓋-拔河聲音2

1.族人：回山上vs在山下復校

2.誰蓋：台達電vs慈濟基金會

http://www.88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12.jpg�
http://www.88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4-600.jpg�
http://www.88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0/12/22.jpg�


第 5 堂 課‧我 們 的 校 名

在旗山寄讀‧山下復校不再是部落情境3

1.原民文化傳承：危機vs契機。

2.多族群關係：大vs小； 信任vs不信任；角力vs合作。

4.校長角色：等待指令vs自求出路。

3.援建關係：完全接受vs專業溝通。

http://www.88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1/06/31.jpg�
http://www.88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1/06/14-1.jpg�


第 6 堂 課‧山下夢想吹過來

在山下民族大愛‧在新土地上接枝多族群的花蕊



第7堂課‧豐富童顏閱歷‧思讀追尋意義

根的史觀：維繫山上記憶‧接枝山下夢想

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文化本心—小米歲時祭儀融入各領域學習課程。

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美學心靈---12個音樂.藝術.體育潛能學習社團。

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國際眼界----母語溝通(族群)、心靈寫作(中文)、英語表達(文化)。



第二講座：夢的進路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1

小米播種祭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2

小米除草祭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3

小米收穫祭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4

學生土地課程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5

教師土地課程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6

分享體驗：微遊學小米祭儀統整課程—國泰金控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6

分享體驗：微遊學小米祭儀統整課程—南島語族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6

分享體驗：微遊學小米祭儀統整課程-校長儲訓班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7

小米歲時祭儀：校本跨領域統整課程



第8堂課‧根的傳薪文化本心

小米歲時祭儀‧多族群與土地的溝通平台8

走回故鄉之路：從山下到山上踏查

1.孩子的故鄉：集來故事→甲仙故事→小林故事

2.山上的部落：民族國小→播種小米→認識山林
→野炊露營→ 登生命大山。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1

音樂社團：
古調隊/合唱團/打擊隊/直笛隊/口琴隊/陶笛隊/木琴隊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2

藝術社團：
編織課/陶藝課/版畫課/素描課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3

體育社團：
田徑隊/籃球隊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4

教師音樂創作：
布農音樂7首/多族群音樂創作2首/cd小書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5

教師藝術創作：
圖騰文創作品—衣服/書包/校園空間圖騰/繪本等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6

多族群土地音樂：
台北市仁愛國小弦樂團/高雄市勝利國小打擊隊/屏東縣口社國小直笛隊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7

感念公益之旅：
屏東勝利之家/高雄音樂館原鄉音樂基金/淨覺老人照護中心



第9堂課‧夢的曠脈美學心靈

發掘天賦之旅‧豐厚多元美學-8

國內外競賽：
全國合唱決賽/全國口琴決賽/越南國際合唱大賽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1

母語落根：
布農族語落根→多族群學習共同體—族語教學/小米祭儀/古調/合唱等。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2

母語落根：
多族群氛圍→多族語社團/多族群文化體驗/多族群音樂等.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3

山風文學心靈寫作1：
族群作家→瓦歷斯諾幹： 二行詩/創作故事.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4

山風文學心靈寫作2：
族群作家→周淑琴.伊旦巴瓦瓦隆等—看圖書寫短文與短詩等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5

英語情境氛圍：
英語單字量→單字主題圈/路隊背單字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6

英語情境氛圍：
英語外師→口說英語/英語籃球隊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7

英語情境氛圍：
英語文化導覽→小朋友導覽校園空間圖騰語彙故事。

1. Morakat Memorial Bell: School EntranceStory：
1. Bell: The only remaining monument left from Typhoon Morakat
2. Four Yellow Pen Head: Represents aboriginals, Taiwanese, Hakka, and  

immigrant children marking their childhood in harmony
3. Minzhu Daai Elementary School's eight poles:

1.) On the left, Taiwanese style grilles resembling flower scrolls
2.) Followed by Hakka's Tung Flowers
3.) Lastly, Bunun Tribe's calendar, similar to farm diaries of the Han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7

英語情境氛圍：
英語文化導覽→小朋友導覽校園空間圖騰語彙故事。



第9堂課‧國際眼界根夢接軌

根的意識‧國際人才-8

英語情境氛圍：
三語教材(母語/中文/英語)→小米歲時祭儀統整課程三語教材。

我們小米田裡的小米真可愛 Our millets are really cute
好想把它摘下來吃 I really want to pick them off to eat
把它剝殼煮熟再吃 Peel off the skin and cook it through
可是小鳥也想吃 But the little birds want to eat too
我們就做稻草人把小鳥趕走 So we made scare-crows to scare them off

也可以用趕鳥器趕走小鳥 Or bird repellents would work too
這樣就不怕小鳥吃我們的小米 That way we have no fear of the birds eating our crops
我們就會小米豐收 And we will have millets to harvest



第三講座：意義旅人
第10堂課‧默會『人』意義追尋之旅

明白自己做什麼‧不明白自己的詩意

懂得沉思與思辯的大地思路

而不是尋找正確答案的框架



後莫拉克下一代教育期許
一片葉子落下，生命傳遞不息

感念 生命貴人為這塊土地奉獻的心

點亮 廣闊的黑夜最美麗的希望銀河

民族大愛瓦礫堆間的巴楠花全體師生 誠摯 感念 10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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