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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影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特聘教授暨「部落之星：智慧偏鄉健康培力計畫」

總主持人

　　　陳珮潔．「部落之星：智慧偏鄉健康培力計畫」研究助理

部落之星：從陽明交大DNA萃取
下的社會責任

「部
落之星」一詞為計畫總主持人，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簡稱陽明交大）社區健康

照護研究所特聘教授劉影梅發想，意將深植於原

陽明大學每一位師生的DNA（照護偏鄉健康）提

鍊而出，立基陽明交大合校之高度，融匯健康、

醫療、人文及科技等領域資源素養，實踐大學社

會責任在地照護、人才培育及議題發聲的核心宗

旨。陽明交大近年來極力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以

「同行致遠」的核心理念，開創產官學新航向，

該計畫亦積極配合校務之推動，致力SDGs中促

進良好健康與福祉、推動優質教育、減少不平等

等目標，攜手培養具科技、醫療、人文跨領域人

才，共同減少社會成本（social cost），落實大

學社會責任終實意義。

部落之星實踐網絡

為實踐在地照護、人才培育及議題發聲宗旨以

達成SDGs永續發展目標，部落之星串連地方場

域、大學跨領域資源人才、具社會力價值團隊及

醫療組織，共同組成一道相互支援的網絡。也可

以說我們從凝聚大學教育發起，發散至宜蘭南澳

泰雅部落，再結合社會各組織進行收斂資源整

合，以共學共作共好之模式，共負社會責任。

一、凝聚大學教學與專業

部落之星初衷是以尊重部落文化為基底，建立

偏鄉醫學教育及醫療照護體系。為有效落實價

值，即結合陽明交大護理學院、醫學院、藥物科

學院、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電機學院及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等跨領域師資及專家數十

位，成立「偏鄉醫學教育組」、「社區健康組」、

「部落安全組」及「智慧醫療組」，各組設有不

同的主持人領導及執行計畫內工作項目，如：推

動偏鄉醫學教育、發展文化與醫學兼具之照護模

式、結合數位科技融入地方醫療等，並於每月例

會時報告執行進度，以確保計畫初衷得以在大學

人才及教育資源庫內凝聚效益，妥善發揮專業素

養與價值。

二、評估場域需求，發散大學社會能量

計畫執行場域位於宜蘭南澳鄉泰雅部落，共有

南澳、東岳、碧候、武塔、金岳、金洋子及澳花七

個村落，居民多為泰雅族，總人口數約有六千多

人。南澳鄉公所為當地最高層級行政機關，與南

澳衛生所比鄰而居，各村在原民會的支持下設有

文化健康站，供當地55歲以上年長者文化性照顧

之服務。為有效了解南澳泰雅部落地方結構與原

民文化特性，計畫開啟前半年，即已策略結合本

校護理學院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課程，帶領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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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前往南澳進行社區健康評估及實作，為期一整

年的實習，同時兼上跨文化敏感度課程，透過課程

的開端與長時間的蹲點，累積當地人脈及資源，並

由師生共同撰寫健康評估報告，得以看見真正需

求，有效找到計畫各組別執行工作項目的切入口。

三、串連社會網絡，收斂資源注入

大學社會責任之開端，以在地連結及人才培育

為核心，為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的合作，串

連「社會力」的資源注入，是降低社會成本不可

缺的角色。計畫於執行期間，多次與國際扶輪的

各國扶輪社合作，發揮服務宗旨，辦理偏鄉學童

職涯探索教育、學習支持、食物銀行援助及當地

長照住民復健接送。在疾病與文化語彙的交叉

口，我們與「台灣泰雅族語言文化研究發展學會」

合作，將醫療疾病、用藥語彙轉譯為泰雅語，依循

著其中的文化脈絡，發展一套生活化的文化照護。

未來計畫將與該協會再度攜手合作，進行全國泰

雅文化照護師資培訓，以普及化的生活教材，串

連社會非營利資源，並作為大學與城鄉的第三方

視角，將USR計畫有效推向社會角落的助力。

部落之星的發散與效益

部落之星於2020年開始執行，與當地友善互

動、建立良好關係，並有效執行健康促進計畫與

課程。2021年適逢COVID-19肆虐，計畫展開一連

串疫情下的超前部署，深受教育部推動中心肯

定，邀請參與共培講座，並獲得USR Expo最佳亮

點故事獎，同時收錄計畫專文至推動中心年度成

果專書。可見兩年來的計畫執行效益備受讚譽，

本文將列舉三個項目作為實例分享，分別為「看

見疫情下的原鄉」、「偏鄉醫療的鉅觀與微知」、

「偏鄉醫學教育的推動」，扣緊USR在地連結與

人才培育，以彰顯SDGs永續目標發展。

一、不一樣的視角：看見疫情下的原鄉

2020年初臺灣首度面臨到COVID-19的威脅，全

島一命共同防疫。位於南澳的泰雅部落碧候村也

發生了染疫事件，高度考驗原鄉的染疫應變機

制，以及每一位居民自我防疫認知。同時部落之

星也快速轉換計畫推動模式，改變與當地共事與

親密性互動，轉而透過社群軟體高度聯繫，從快

速染疫下原鄉的真正需求中，找到計畫可切入協

助的端口。

衛福部的防疫衛教資訊在多元化媒體廣泛串

流，卻無法與部落生活及知識銜接，成為有自主

性的日常防疫新生活。在近幾年師生的調查中，

深知泰雅部落有其豐富文化主體性、老年人口及

隔代教養比例高、日常溝通語言為泰雅族語、圖

像吸收力高於文字等特性。因此在製作衛教資料

時，我們更著重於專業知識融入文化特性，連結鄉

公所之當地力量讓資訊傳達到每一位居民手中，並

▲�

▲ �

加入原民元素，以簡

明圖文字成就防疫守

則。（陽明交大提供）



 評鑑   21

協助衛生所成立LINE＠，用數位的力量凝聚居民。

「居家防疫大作戰」、「自我健康監測」、「疫

情下的飲食健康注意事項」為首發的衛教單張。

加入原民元素，以簡明文字成就防疫守則，強化

「守護部落、gaga團體」等文化字眼，吸引居民

注意。由他們生活慣習出發，如在共享共飲的飲

食習慣中勇士如何防疫。

碧候村染疫事情發生後，確診者的居住地遭部

落居民丟石頭的社會新聞事件，源自於其對疾病

的害怕及汙名。為了讓居民們理解COVID-19，減

少恐慌、歧視，用淺顯易懂的圖文製作系列單

張，轉化醫學語言，替換成融入原民的生活用

語，如：胸悶胸痛，轉為唱歌中氣不足；嗅覺改

變，轉為吃東西不香了。

部分慢性病用藥長者，因疫情自行停藥。為了讓

遠距醫療及便利取藥的資訊即時落地，考量到當地

多為隔代教養家庭，特別製作了遠距看診及取藥

的簡易漫畫，引發孩童興趣，傳遞給家中祖輩。

泰雅語版居家防護大作戰影片（https://youtu.

be/OEuuOMEaIh0）中提供簡易鮮明的防疫步驟，

例如：肥皂洗手要唱三次泰雅語的生日快樂歌，

增加記憶點及落實。並透過鄉公所的協助，在部

落及垃圾車循環播放。

●和泰雅一起挺醫護降低社會偏見

經媒體渲染碧候村確診者家遭攻擊之社會新

聞，形塑了泰雅原民強悍形象。但事實上攻擊者

是在酒醉下擔憂部落安危才會如此，多數居民發

揮友愛、共同承擔精神，祈禱協助確診者度過難

關。為了消除社會偏見，集結村民錄製（https://

youtu.be/yB6GPE4SGeo），藉由對醫護人員的感

謝，表達碧候村民的團結與友善，並疏導民意找

到出口。

二、陽明交大DNA：偏鄉醫療的鉅觀與微見

偏鄉醫療照護一直是國立陽明大學立基的初

衷，深植在師生的DNA中，與國立交通大學合

校之後，在生物科技、智慧醫療的推進也成為

本計畫的核心目標之一。COVID-19爆發之後，

計畫一方面與陽明交大附設醫院合作設置客製

化遠距醫療系統，一方面啟動用藥泰雅語語彙

轉譯，編創泰雅版「用藥健康歌」（https://reurl.

cc/2DGGOX），落實於生活日常中。

●鉅觀：千里之外的遠距關懷

計畫「智慧醫療組」由陽明交大電機學院院長

唐震寰教授領軍、電機工程學系黃紹華教授執行，

與陽明交大附設醫院合作，建立一套疫情下客製

化的遠距醫療系統。當疫情爆發之時，「智慧醫療

組」即快速改變方向，轉以迫切性的遠距醫療需求

為首要執行工作，為了達到立即上手且無縫接軌

使用的效益，黃紹華教授及其優秀學生們快速與

附設醫院資訊組對接，在醫院原有的系統基礎上，

延伸出客製化遠距醫療，大幅度降低醫院人士使

用這套系統的不適應性，省略醫院端教育訓練的

過渡期，在分秒必爭的防疫期間，更顯其重要性。

另一方面，此遠距醫療系統也是兩校合校後跨領

域合作的重要績效，未來部落之星希望能在醫學

科技上推進，展現陽明交大的智慧亮點。

●微見：俗民文化健促與個案管理系統

所謂的俗民文化健促是結合跨語彙轉譯、生活

語境、文化脈絡及健康促進等一系列的工作而

成。緣於去年調查中發現部落年長者慢性病用藥

比例高，保存藥品、用藥習慣與地方知能緊密連

結。我們無意改變部落居民的生活慣習，而是從

收集文化及語言著手，透過文健站的教學及輔

導，建立一套具當地文化敏感度的用藥語彙教案

來推展健康促進。

疫情前計畫協同主持人陽明交大藥學系姜紹青

老師已列出用藥時間點、用藥部分術語，以及高

血壓、糖尿病及疼痛等病症之注意事項，委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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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泰雅族語言文化研究發展學會劉芝芳秘書長翻

譯，並到南澳村集結數十位年長者一同參與轉譯

過程，現場夾雜著不同地區的泰雅語方言、日文、

華文，見證臺灣不同時期的原民歷史。疫情升溫也

沒有阻撓此計畫著手進行語彙轉譯的教案彙整，

為符合原民擅以歌舞傳達歲時祭儀的文化特性，

特邀請南澳泰雅青年史瓦力音樂團隊將用藥語彙

改編為泰雅歌曲，融入南澳「日常廣播」的部落

街景與泰雅勇士的忍耐特質，合力製作一首高血

壓、糖尿病及疼痛篇的用藥健康歌。歌曲產出後，

推播至全國泰雅部落，備受讚譽，也獲得原民電

視台肯定特別專題報導。更值得嘉許的是，我們

在過程所製作的用藥探討及語彙轉譯課程簡報亦

被南澳地方文健站列為上課教材使用，能成為當

地教育的永續資源，是部落之星的初衷。

另一方面，部落之星也正著手規劃建立當地個

案管理系統。個管系統是當地基層醫療當位的迫

切需求，亦是有效改善個案疾病資料分散不利管

理的問題。在接下來的實作上，我們將媒合學校

資訊學院及其他資源，共同在偏鄉建構優良的

「根底」，推動永續經營的健康與福祉。

三、翻轉教育網：偏鄉醫學教育推動

推動偏鄉醫學教育與培育偏鄉醫學人才一直是

本計畫成立的宗旨，但我們更真切地希望部落之

星的教育推動能帶有「翻轉」的效益。翻轉代表

兩種意義，一是依循於大學的教育本體，建構跨

多元課程模組讓學子們走出殿堂，服務與反思不

同跨文化族群照護需求與醫學科技資源；二是反

饋當地，在南澳地區辦理醫學及科技體驗營，讓

教育知識透過陪伴的經營，從小扎根。

●走出：偏鄉醫學課程模組

在課程的建構上，我們先以護理學院社區健康

照護所課程為先驅，透過整學年度12學分的社區

健康評估計畫與實習，帶領各屆研究生在南澳深

▲與耆老們一起參與語言轉譯工作。（陽明交大提供）

耕一整年，在衛生所、文健站、小學參與觀察與

評估，並執行健康促進計畫。並與醫學院合作，

在原有醫學系「行醫醫定行」課程的基礎上，加

入護理學院、藥物科學院等學生，在假期進入臺

灣各地基層醫療院所見習及觀摩，深入了解地區

醫療與未來工作場域，一起走入當地，看見醫療

現場。當COVID-19疫情爆發，此門課暫停開設之

際，我們隨即開拍「疫情下的行醫醫定行」，以

學生為受眾、以影音資料為媒介，提供線上課程

共創百年難得的醫學教育現場。

此系列線上課程尤以「百年大疫下的原鄉」最

受推崇，共錄製了6支影片，邀請南澳鄉公所李

勝雄鄉長、南澳衛生所陳桂英主任，以及陽明交

大林昭光教授，談百年大疫下的原鄉之「宜蘭南

澳鄉碧候村染疫事件始末與地方公衛醫療處理」

與「後疫情時代的原鄉醫療公衛作為與需求」。

前篇是三位講者從地方行政、地方醫療、公共衛

生以及文化敏感度角度，來談此次碧候村染疫驚

天72小時的在地緊急處理與文化現象；後篇乃從

後疫情時代地方醫療與行政反思角度切入，談論

原鄉醫療、公衛教育、地方需求以及跨部會組織

的串連合作。這一系列由在地聲音所發散的影

片，不僅提供學生來自場域的震撼醫學教育，也

有助於本計畫整合資源，持續在原鄉推動部落公

衛教育，提升原民健康與防治流行疾病，共創共

贏。系列影片連結：https://reurl.cc/6D28g5。

另外，部落之星更結合護理學院、藥物科學院、

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等教師，共同開設「跨文化

健康促進與食品用藥安全」課程，109學年度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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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來自護理學系、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藥

學系等同學前來修課，多位跨領域教師運用暑假

期間帶領至南澳進行文化體驗與執行健促計畫，

在師生的努力之下，共完成糖尿病患者自我健康

管理、用藥安全、長者健康促進、共餐送餐食品

安全及學童減糖等五大項健康促進方案。

●走入：醫學、科技體驗營

偏鄉教育資源不足一直是顯而易見的社會議

題，如何推動在地化的優質教育是我們思考且努

力的方向。兩日一夜的「共作醫學體驗營」，讓學

生與南澳當地20多位小學生一起完成一部「新冠

病毒的宇宙探險」動畫，由小朋友們自己上色、拍

攝與配音而逐步完成，讓新冠病毒的醫學知識透

過「手作」真正落實在他們記憶當中；科技體驗

營（https://reurl.cc/mG55mY）則是採取大學小伴線

上伴讀模式，每週與南澳國小小孩連線，一起探

索職人養成與Scratch程式的應用。我們始終相信，

真正的優質教育是提供學生學習的動力，培養自

信與健康人格。走入偏鄉，傳遞的不只是知識，

也蘊含大小學生們共學共作共好的陪伴記憶。

部落之星與校務連結

陽明交大對於SDGs、USR、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等計畫的推動不遺餘力，

合校之後致力運用科技與醫療專長，構築一幅促

進健康、友善環境的未來生活藍圖，盡力將教

科研成果推及社會，實踐USR之核心意義。成立

USR推動辦公室，擬定風險管控計畫，針對各組

預定完成事項訂定風險評估方法，擬定因應對

策，找出影響計畫順利達標之問題，也促成各小

組間的溝通協調。同時撥予計畫總經費的10％，

以支持計畫的推動。

陽明交大作為國內一流大學，在合校之後更能

展現跨領域合作的優勢。而部落之星計畫在此基

礎上，獲得學校高度的支持，亦能十足展現此優勢

的亮點。今年度將運用部落之星豐碩的教學資源，

開設一門跨領域、跨合作、跨校區的校通識課程，

集結兩校區的專才，帶領學生進行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課程探討與實作，

盼能真正建立偏鄉醫學與科技結合的教育範式。

同時，為配合教育部政策，鼓勵教師積極參與

這項計畫，期待提供計畫總主持人認列3學分，協

同主持人2學分，參與教師1學分的措施，亦提供計

畫專屬辦公室空間，以利於計畫長遠之推動。

部落之星的展望

部落之星計畫已邁入第三年，展現的高度、效

益與永續根基都備受教育部USR推動中心、學校

及場域的推崇，無論是組織架構、介入的文化視

角、醫學教育推動、偏鄉醫療的執行都已具備

「在地連結」及「人才培育」的根基，並達到

SDGs中促進良好健康與福祉、推動優質教育、

減少不平等的目標。

今年度擬在此基礎之上，申請「大學社會責任

深耕型計畫」，一來將累積的教育力模組繼續往

下扎根，以南澳地區「自己人」培育「自己人」及

「科技養成人才」之模式，讓當地具備展現自我

成長的能量；二來將成功的模組推向不同的原民

場域，讓共學共好的價值大幅度擴散；三來媒合

成功的社會力，共同打造偏鄉健康福祉與優質教

育，唯有讓社會資源與當地成功嫁接，才是部落

之星退場後，星火仍足以燎原的永續價值。

▲�醫學體驗營「新冠病毒的宇宙探險」動畫（https://

reurl.cc/veOOO1）。（陽明交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