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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德(集福祿萬 tjivuluwan)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催 生 者

註1	 臺灣原住民族自清代起陸續出現在歷史文獻中，

例如「番」、「傀儡」等名稱。至日治時代，透

過採用人類學、體質學、語言學等學科分類，

當時區分九族。國民政府治臺仍沿用九族，及

至2000年起，民間重視本土文化復振，追求文化

主體性意識強烈，至今已有邵（thao）、噶瑪蘭

(kavalan)、太魯閣)(taroko)、撒奇萊雅(sakizaya)、

賽德克(Seediq)、拉阿魯哇(Hla'alua)、卡那卡那富

(kanakanavu)獨立分出，共計16族。

註2	 本文為強調曾華德先生是排灣族，文中皆以「集

福祿萬(tjivuluwan)」指稱。

註3	 白鷺(pailjus)部落隸屬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

註4	 巴達印(padain)、高燕(calisi)都屬排灣族古部落，位

於北大武山西側山麓，隸屬於屏東縣瑪家鄉。

壹、前言

 臺灣原住民是山海子民，千百年來立

足於臺灣，族群部落組成元素符合民族的特

性，至今共區分16族（註1），總人口數約

占臺灣地區2%，世代居住在臺灣本島中央山

脈兩側以及離島蘭嶼。因為各族群社會、語

言、習慣等文化差異，未能發展出文字書寫

紀錄，所以族群歷史都是以口述方式傳遞。

本文主角曾華德先生是排灣族人，族名

是「集福祿萬（tjivuluwan）（註2）」，年

幼時家貧，靠著自己對命運的挑戰與家族支

援，堅毅勇敢的完成學業並且學而優則仕，

尤其在擔任省議員任內，倡議催生舉辦全國

性「臺灣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成為原住民

優秀運動員展露才華的舞臺，也是臺灣非常

重要的原住民文化盛會。

本文採用深度訪談（Depth inter-

views）方式進行資料整理，並且盡可能從

報章雜誌、網路媒體與官方文書等文獻作為

補充資料。文章架構首先介紹本文主角曾華

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的生平，從

出生的年代與家世，了解他的成長背景；其

次，從他的口述回憶中，堆砌出他對原住民

體育發展的參與過程和成就；最後就原住民

運動會在臺灣體壇的定位，勾勒出他一生對

臺灣原住民文化及體育運動的貢獻。

貳、生平

一、少年成長求學時期

1953年集福祿萬（tjivuluwan）出生於

排灣族白鷺（pailjus）部落（註3）山村，

家族源自「巴達印（padain）」高燕地段      

（註4），是有精緻的社會制度，兩性平權，

雙系繼嗣的社會，出身於核心家族，繼任「

嘉瑪佳安（tjamatjaan）」家團第十三代宗

長。根據耆老轉述，母親正在田中耕作時忽

感一陣腹痛，便於保和以山山麓一棵茄苳樹

下產下了我。出生後第三天就得了疥瘡，險

些喪命，出生約一星期後由叔公「樂凱伊.佳

拉給地斯（ljegai.tjaljaqidis）」陪同母

親將我帶回到白鷺（pailjus）部落家中。

回想此一往事，或許是天意讓我在苦難中成

長，而後立足社會方可發揮仁人之心。

圖1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

（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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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剛遷村，當時南和國小僅有一座

茅草搭建之簡陋校舍，學校六個年級採用複

合式輪流上課，尚未輪到班級就由師長安排

勞動，除草整理校園，搬石頭整地，清掃環

境等工作，與其說是到校學習，更像是到校

工作，無法正常上課。母親非常重視學業，

而且升初中必須經考試錄取後才能升學，因

此高年級時，轉學至鄰近漢人為主的新埤鄉

餉潭國小就學。由於初次與漢族同學一起學

習，不僅閩南語聽不懂，同學還用異樣的歧

視眼光並以「蕃仔」來稱呼，又加上課業趕

不及同學進度，成績嚴重落後，每次考試成

績因不及格而受老師體罰，在文化、語言及

習俗之差異，新的環境又難以適應，以致日

1959年為配合政府「山地平地化政策」

，集福祿萬（tjivuluwan）的父親帶領部落

族人遷村現址南和村（tjulualatju），遷村

過程經多次協調而完成，倍極辛勞。我們當

時沒有立即隨同部落族人搬入新村莊，因為

惦記田園農事，反而選擇在山腳下之田園居

住以方便耕作。田中家屋距離新村莊仍須徒

步1個多小時，因此，開始上學後，每日清早

須由父親背負渡過屋前湍急溪流後，帶領走

過羊腸小道翻山越嶺到學校讀書;至傍晚，父

親在溪邊等候放學回來，這樣辛苦的日子過

了1年。集福祿萬（tjivuluwan）回憶道：

「tazuan.na malekutj a cau-

cau tjai ama.migeljgelj a en si-

nevalj a piuqulje.ljawua inia en 

na ljemauljau tazua. Tasicuayan 

nea nan naselenguanguaq a djal-

jan a si sapailang. Ini a pu-

lipaisuisu a kakudan.nu ui ve-

nili ta qatia tjasitjavac anan 

na ta qatau. Ne a nu tingki,nu 

zaljum,nu sikucu,na semetuluz 

aravac.ljaua nu u paqenetjen a 

zua sicuayan manu na sepailingau 

sa sulivatj.（當時，族人都對父親

敬而遠之，在他的背上的我幾乎怕得

身子直發抖，卻是我最難忘的回憶。

當時山區對外交通閉塞，且沒有金錢

交易的生活環境，買個食鹽還得步行

一整天，過著無水，無電，無鞋可穿

極貧窮落後的生活環境，但是對我而

言，回憶那段童年往事，既辛酸又美

好。）」。（註5）

圖2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的父親

（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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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過得並不快樂。但是看到母親為了家庭夜

以繼日的工作，且一次又一次說：「唯有好

好讀書將來才不會像我們過得這麼窮苦，才

有白米吃！」這一句話深深地激起發憤圖強

之意念，刻苦之下努力趕上，成績日漸進

步，到了六年級下學期成績已名列前茅，並

代表學校參加全（新埤）鄉國小組演講比賽

第二名;也曾榮獲來義鄉聯合運動大會國小組

田徑100公尺第一名，從此學校同學改變態

度，遂而成為全校的名人。國小畢業後順利

考取原住民獎學金，當時年僅12歲就離鄉背

井到遙遠的臺東農工就學（註6），享有公費

待遇。

二、臺東農工接觸田徑

當時臺東農工以軍事化之生活管理與

嚴格教育方式，精神與課業均面臨極大壓

力。因家貧生活清苦，日子又難過，集福祿

萬（tjivuluwan）心想既然背負家人深切期

望，仍為自己能有求學機會感到欣喜，一次

又一次的克服心理的脆弱。入學不久，集福

祿萬（tjivuluwan）得知母親和大姐的二女

兒罹患惡疾，遠在東部求學的他，內心的焦

慮與不安及對母親的思念之苦是不可言喻

的。臺東農工三年級時，受到謝榮欽老師的

賞識提拔，於是加入了學校的田徑校隊，期

間認真接受訓練，在花東聯合運動大會獲得

初級部鉛球與鐵餅雙料亞軍，為校爭光。集

福祿萬（tjivuluwan）母親臥病兩年有餘，

無奈因家境貧困，家人無力送醫院治療，而

家鄉醫療資源更是欠缺，不幸在臺東農工畢

業返家的第三天，也是正要去應考高中的同

時逝世（得年49歲），相隔3天，他大姐的二

女兒也隨之而去。集福祿萬（tjivuluwan）

離家赴臺東求學3年，學成畢業歸返卻成了見

母親最後一面，強忍著悲傷的眼淚去考試，

失去家人心如刀割，悲痛萬分，實無以名

狀。在他人生的扉頁裡，留下一個悲傷的記

憶，集福祿萬（tjivuluwan）最遺憾的是母

親連個遺照都沒有留下，只能將記憶中母親

的模樣收藏在心裡。

集福祿萬（tjivuluwan）在母親過世後

就仰賴大姐照應生活，但因她也需要扶養8個

小孩，原本生活壓力早已苦不堪言，所以雖

然考取高中，大姐已無力供應他升學。集福

祿萬（tjivuluwan）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

開始四處打工，他曾於高雄木業公司擔任雜

工、林班除草工、竹子採伐工、當學徒培植

豆芽菜，也做過最辛苦吃力的隨車捆工。集

福祿萬（tjivuluwan）在寡歡歲月中成長，

工作固然勞苦，但從未忘記繼續升學念頭，

在到處打工賺取微薄薪資時，向其他一般初

中畢業之親友借書，收工後帶著疲累的身子

利用晚間苦讀自修，牢記著母親生前的叮嚀

來激勵自己要考取公費學校資格，將來工作

才有保障。或許就是這股對於求學的強烈意

念，在1970年如願考取首選的屏東師專。

註5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面訪，屏東縣來

義鄉南和村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自

宅，2019年9月10日。訪問人為郭東雄，國立屏東

大學原住民專班助理教授。

註6	 當時教育部為培育「山地教育師資」，在南投仁

愛高農、屏東縣內埔農工、臺東縣臺東農工開辦

三年制山地師資養成專班，全國山地鄉採推薦入

學方式，並全部公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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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屏師體育歷練心智

集福祿萬（tjivuluwan）在屏師一年

級時即加入了田徑隊，在葉憲清老師的用心

指導及諄諄教誨，更強化了向上奮鬥的動力

和毅力，在運動方面之努力為學校爭取了不

少榮譽，曾經榮獲全國大專聯運十項全能冠

軍，並曾參加中日田徑對抗賽、拳擊、摔角

等臺灣區運動會項目，更感榮幸的是承蒙校

長陳漢強舉薦，1974年獲得大專院校傑出青

年殊榮，師專畢業時獲頒體育成績優良獎，

為在師專求學時期中的努力，留下許多光榮

的紀錄。

屏師雖有公費，生活依然清苦，自己生

活零用金，集福祿萬（tjivuluwan）仍必須

利用寒暑週末假日到處打零工賺取。他說：

「tjalja paqenetjan aen ka 

sepatj acavilj a puljavai tua 

zuljezuljan.na isan kunkang a 

en sa e a tjani ta vaivai a tu-

laku.na maveciljuq a u tjapalj.

na seqazalj a u liqu,satjezen 

na en pasa piuying.ljaua ma-

valjung aen ta semagaku,mali 

ini a navenalja,cemiel a en a 

semagaku.manu pacunan aen na 

caucau,pauitulu sa muisengsen-

gan napasetuljuz.ljaua naenmel-

jang aen tua ku sintulutjan,ana 

izengtje aen ta u aituluin.na 

uya ipasetuljuz isankuya ta 

qatao.（記憶特別深刻的是四年級

暑假，我隨車擔任捆工，不慎從行進

中的卡車上墜落，當場左腿骨折，頸

推裂傷，緊急送往醫院急救。為了不

影響學業，雖然尚未痊癒，我堅持返

校上課。或許在他人眼中，半工半讀

生活貧困看似令人同情，但是我深知

出身貧困，只應一心一意完成學業，

沒有權力自怨自艾，怨天尤人。）」  

（註7）

圖3　集福祿萬（tjivuluwan）參加十項全能冠軍

（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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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立家庭、服務公職

1 9 7 5年屏師順利畢業，同年八月便

與學姐謝貴妹女士成婚，是人生的一大轉

捩點。妻子是三地門鄉傳統領袖（魯魯

灣.ljuljuwan）家族長女，也就是曾任臺灣

省議員、省府委員之謝貴先生千金。其顯赫

家族長女，卻與這貧困家庭出身之子結合，

雖然經濟上天差地別，但在傳統地位上卻是

對等家團，因此遵循排灣族傳統領袖家團禮

儀舉行。婚後育有二男，長男東納（萬貴）

經商、次子萬青服軍職為海陸兩棲偵搜爆破

隊長上尉軍官。

教職分發到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國小任

教，秉持著學校師長的旨意與期望，學校地

處偏遠深山，多數為貧苦家庭，體念自己出

身貧困家境，所以經常為接濟貧困學生，讓

學生免於困苦生活壓力。放學後利用晚間加

強課業輔導，把每一位學生視為自己的孩子

來教導。記得當時我執教班級畢業，為了不

讓畢業同學們感受到自己家庭生活差別，特

別為22位畢業生購買全新之衣褲、鞋襪，以

嫁女兒之心情與祝福，學生離開學校後便能

展開快樂新生活，學生家長及校長，同仁看

到畢業典禮的場景非常高興驚訝！學生也因

感念舊情，迄今仍經常聯繫，深感欣慰。

註7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面訪，屏東縣來

義鄉南和村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自

宅，2019年9月10日。

圖5　集福祿萬（tjivuluwan）全家福合照之2

（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圖4　集福祿萬（tjivuluwan）全家福合照

（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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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政初試啼聲，競選來義鄉長

因為心繫故鄉，所以自軍中退伍後從大

社國小申請調回望嘉國小任教，家鄉父老，

社會賢達因瞭解集福祿萬（tjivuluwan）自

幼努力奮發求學之艱辛歷程，因此期望他不

只是手執教鞭，更希望能投身政壇，治理鄉

政。他雖然原本還想繼續升學就讀，在鄉親

敦促下，又見到家鄉落後情況，亦為回饋曾

經建設鄉野，於是1980年決心參加第九屆來

義鄉鄉長選舉，選戰空前激烈，很幸運得償

服務鄉里之宿願，也承繼了先父從政，服務

鄉梓的衣缽。集福祿萬（tjivuluwan）以28

歲之年紀成為當時全臺灣最年輕之鄉長，4年

之後（1985年）又受到鄉親肯定，同額參選

獲得連任。「交通為建設之母」，因此上任

後以造橋鋪路改善交通為首要目標，積極爭

取經費。鄉長8年任期中，完成了「村村有道

路」，「村村有橋樑」，「村村有水喝」及

多功能聚會所之基礎民生建設，使得欠缺天

然資源與觀光資源之來義鄉，躋身屏東縣進

步鄉鎮之列。

六、擴大服務層面，當選臺灣省議員

集福祿萬（tjivuluwan）為繼續擴展服

務層面，將服務的精神及建設推動到全島各

地原住民鄉親身上，有鄉親的鼓勵參選臺灣

省議員。以僅有8年從政經歷立即投入省議

員競選，面對遼闊的全省選區，確實非常困

難，再加上當時仍是威權時代，執政黨辦理

第一次的黨內初選，雖然高票獲選，卻因當

時號稱原住民領袖的打壓排斥，竟然不顧公

平機制未獲提名，在沒有政黨的協助輔選，

此一選戰至為艱辛。許多支持愛護的鼓勵之

下，集福祿萬（tjivuluwan）告訴鄉親生氣

不如爭氣，再一次展現團結的實力，志在必

得，全力衝刺，果然，臺灣各地鄉親都看見

了集福祿萬（tjivuluwan）為家鄉之發展不

畏艱難，熱愛鄉土，全心奉獻之服務誠意，

也認同其參選的抱負政見，受到鄉親肯定支

持以第一高票當選第九屆臺灣省議員，並連

任2屆。

七、精省轉戰中央，擔任立法委員

集福祿萬（tjivuluwan）鑒於臺灣省

政府雖然執行各項計劃工作，但是原住民的

權益，福祉保障是中央的政策和法律面的問

題，因此，為了要更進一步改善原住民地區

之建設及推動原住民相關法案，政策措施，

投身立法委員選舉，以當屆第一高票進入立

法院。期許落實良好的服務，要超過民眾的

期望，為再強化服務的品質，其妻選擇申請

退休，分擔服務鄉親的工作，並主動捐獻回

饋她服務的學校（三地國小），以改善教學

設施，日後用自己微薄的月退俸，經常帶領

婦女姊妹全心參與關懷弱勢的工作，十多年

來默默的奉獻。集福祿萬（tjivuluwan）在

參選第五屆立法委員時，利用友人資助的參

選經費，適時資助國小足球隊出國參賽，使

該校球隊得以順利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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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集福祿萬（tjivuluwan）擔任鄉長、省議員、立法委員照片（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圖7　與李前總統登輝合影     

（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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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殘酷車禍，痛失愛妻

2014年10月16日凌晨4時許，妻子為了親

自載送集福祿萬（tjivuluwan）前往左營高

鐵站趕搭第一班車赴北開會，未料路途中遭

遇砂石車攔腰衝撞身受重傷，身受重傷的妻

子在事發第三天後因傷及腦幹神經而去世，

結束了與夫妻在一起生活的40年歲月，變故

太突然了，心如刀割，集福祿萬（tjivulu-

wan）失去了妻子，好像失去了一切，也帶走

了集福祿萬（tjivuluwan）一家人的歡樂。

集福祿萬（tjivuluwan）從政30多年歲月，

妻子是最好的幫手。他談及此傷心往事，神

情顯露出無比的哀傷，但是也以堅定的話語

說出：

「aicu a u cekelj mamazangil-

jan a kina si zuanan.na sineljuz 

a nanguanguaq a kakudanan na pai-

wan zuku,pupicul, naizengtjlj a 

sikudan nimatju, maljiki pazanga 

a cevungan a pacugan maqati kacit-

iljan a inika en mavaljung ta 

pitjumaq. Nu izua u pinaka maqa-

cuvung ta u pinusengsengan tjalja 

setjaljepan tunimatju. Vaikanaen 

na u cekelj,masu zeliyan anga I 

tua sinazuan,macitjilj anga en 

icevong ta kakudanan I qinaljan—

wu sinnivalung「aicu qataw sit-

jaljep I ta kaljeveljevan,tiaen 

setjaljep ta puqimang」.maya 

mauljai,nakuya ikapaljak. Aicu a 

tjia nasi atja sipi inika pin-

netj tua tjapiasevalit,mavan nu 

tjasi sanvaljung a gemalju,nekanu 

pazangal aravac. Navenaljong aen 

tu sinikilivak tijen nimatju I 

kaljeveljevan.（愛妻係出傳統領袖

之家，具典型的排灣族貴族婦女的氣

質與氣度，她堅強、勇敢的特質，遇

再大的困難都獨撐應對，甚至敢於克

服惡劣的生活環境而不讓家人煩惱，

使我在承擔公職時，無後顧之憂。如

果說這一輩子有若干成就，應該歸功

於她。愛妻安息天鄉，卸下人生的勞

苦，而我必須面對這殘酷的現實生

活—告訴自己「太陽適合天空，我適

合堅強」，我不能沮喪，我不能被打

敗。人生不是取決於命運和過去的創

傷，而是自己的思考方式，人生沒有

過不了的橋，相信她在天鄉會保佑家

人。）」（註8）

圖8　集福祿萬（tjivuluwan）夫妻鶼鰈情深

（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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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在體育運動特殊成就與貢獻

集福祿萬（tjivuluwan）身為排灣族

原住民，雖然自幼失怙，但是憑藉著對家

人、對族群文化的使命感，勤奮好學，中學

時就讀省立臺東農工職業學校（今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1975年畢業於省立屏東師範專

科學校（今國立屏東大學），在學期間體育

成績優異，曾於1974年榮獲全國大專院校傑

出青年及全國大專運動會五專組十項全能冠

軍殊榮。集福祿萬（tjivuluwan）出社會後

從事教職作育英才之外，同時關心地方公共

事務，並積極參與擴大服務層面。在地方鄉

親熱烈勸進之下，投身參與政治選舉，歷任

鄉長、省議員、立法委員等職位。因為早期

在教育界及地方基層的經驗，深刻了解原住

民在臺灣社會中的弱勢地位，在政壇生涯中

致力改善原住民權益，其重要提案與建議包

括：

一、提升原住民教育文化

集福祿萬（tjivuluwan）積極爭取經費

補助山地鄉鎮之中小學改善教學環境，並為

落實「教育機會均等」以及「平衡城鄉教育

之發展」之教育政策，教育品質提升是山地

鄉鎮地區首要工作。而具體的措施，如選任

優秀體育運動之原住民大專青年，作為原住

民學校師資，使之提升原住民地區的教育水

平；在語言教學上，不應只強調官方語言教

學，而必須重視原住民各族群的族語，透過

「雙語教育」，一方面使之與社會接觸，另

一方面用以保存原住民文化。

二、熱心體育、基層扎根

集福祿萬（tjivuluwan）擔任省議員期

間認為原住民社會之發展，首要就是教育，

唯有人才之培育，才能為原住民社會之未來

奠定成功基石。因此長期參加省議會教育小

組，也曾擔任過兩次教育小組召集人，逐步

完成教育優先區計畫方案，改善偏遠地區國

民教育五年計畫方案，大幅改善各鄉校舍，

設施，提高高中職原住民補助，推動全國原

住民運動大會，並且多次擔任原住民教師團

體及教育機關單位首長到國外專案考察。

三、推展原住民傳統文化

原住民尚被稱為「山地同胞」之年代，

集福祿萬（tjivuluwan）有感於原住民社會

對於自身文化與身分認同普遍欠缺信心，

文化流失現象也日趨嚴重，為振興排灣族文

化，在1986年首次舉辦了全鄉（來義鄉）聯

合豐年祭（masalut），其盛況空前，當時臺

灣省政府主席李登輝先生尊翁李金龍先生也

特別蒞臨參觀，前屏東縣長邱連輝先生也大

受感動，指示它策劃辦理全縣（屏東縣）各

山地鄉聯合豐年祭，自此排灣族人對於文化

傳承，身分之自信與族群之尊嚴，都因此有

顯著之提升，腳步雖然遲緩，卻不嫌晚。

註8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面訪，屏東縣來

義鄉南和村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自

宅，201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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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催生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根據王建臺（2003）（註9）研究指出，

中國大陸為舉辦全國少數民族運動會，由

國家體委組織投以數量龐大的人力調查少數

民族村寨中的傳統體育項目，因此傳統體育

從深山、鄉間、草原走了出來，被推廣之競

技賽場，登上表演舞臺。而我國原住民的傳

統體育，除傳統舞蹈之外，尚有傳統射箭、

盪鞦韆、划拼板舟等傳統體育文化。集福祿

萬（tjivuluwan）因為本身對於體育運動熱

愛，也深知原住民傳統文化中重視運動能力

的展現，因此自鄉長任內就積極辦理聯合運

動會，成功推升鄉內運動風氣，培養眾多選

手代表來義鄉參加屏東縣各項運動賽事。之

後高升省議會，有機會出國觀摩他國之原住

民事務，追溯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發起，即

是集福祿萬（tjivuluwan）在參觀過中華人

民共和國於南寧舉辦之全國少數民族運動會

後有感而發，他深感發掘原住民運動人才及

保存發揚少數民族文化之重要性，因此在省

議會中向當時教育廳長提議辦理。

我國第一次舉辦全國性的原住民運動會

於1994年，當時名稱為「臺灣省原住民運動

會」，舉辦地點在屏東縣，共分成四類參賽

組別：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國中男子

組以及國中女子組，其中社會組以鄉鎮為單

位，而國中組以縣市為單位報名參賽，比賽

項目僅田徑及拳擊兩類（註10）。

依據體委會發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舉

辦準則（註11），舉辦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目

的有三：（一）為發展我國原住民體育、      

圖9　舉辦全鄉聯合豐年祭（照片來源：曾華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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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原住民體能、（三）促進原住民

生命品質。因此辦理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聚集

全國原住民運動選手，賽會期間除了選手們

參與運動競技爭取榮譽之外，也是聯繫不同

縣市、族群之間的情感，對於原住民自我意

識與族群歸屬多有提升。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歷屆舉辦的競賽種類多有不同，辦理至今除

了現代競技項目，也增加傳統與休閒等競

賽，朝向多元文化發展（如表1）。

註9	 王建臺，《臺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與研究—以雅美

族為對象》，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出版，2003。

註10	 李委珈sonun.abang，〈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傳統體育

文化價值分析〉，臺南：長榮大學運動休閒管理

學系碩士論文，2009。

註11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

LawAll.aspx?pcode=H0120042〉，2021.8.30檢索。

表1：歷屆原住民運動會舉辦縣市及競賽項目

屆次 主辦縣市（年） 競賽項目

1 屏東縣（1994） 田徑、拳擊。

2 苗栗縣（1996） 田徑、路跑、推力、狩獵、迎親賽會、大豐收。

3 臺東縣（1997） 田徑、健力、棒球、摔角、拔河、負重接力、射豬（擲矛）、十字弓。

4 花蓮縣（1998） 田徑、路跑、跆拳道、足球（五人制）、拔河、負重接力。

5 桃園縣（1999） 田徑、路跑、拔河、慢速壘球、棒球、舞蹈、射箭、負重接力、鋸木、相撲。

6 基隆市（2000） 田徑、路跑、拔河、慢速壘球、棒球、橄欖球、籃球、舞蹈、射箭、負重接力、摔角。

7 屏東縣（2001）
田徑、路跑、拔河、桌球、排球、足球、柔道、健力、拳擊、傳統舞蹈、傳統射箭、負重接力、
傳統摔角。

8 苗栗縣（2003）
大隊接力、路跑、拔河、排球、足球、傳統祭儀及舞蹈、傳統射箭、負重接力、傳統摔角、傳統拔
河、爬樹、槌球、慢速壘球。

9 高雄縣（2005）
田徑、大隊接力、路跑、新制拔河、桌球、排球、舉重、傳統祭儀及舞蹈、傳統射箭、傳統摔角、
傳統拔河、槌球、慢速壘球。

10 宜蘭縣（2007） 田徑、路跑、拔河、柔道、角力、足球、籃球、傳統祭儀及舞蹈、傳統射箭、負重接力、狩獵。

11 桃園縣（2009） 田徑、拔河、籃球、棒球、傳統舞蹈、傳統射箭、負重接力、傳統拔河、鋸木、慢速壘球。

12 臺東縣（2011）
田徑、籃球、棒球、柔道、拔河、健力、負重接力、原住民舞蹈、慢速壘球、傳統摔角、傳統射
箭、槌球。

13 新北市（2013）
田徑、路跑、籃球、排球、棒球、柔道、跆拳道、健力、負重接力、慢速壘球、槌球、傳統拔河、
傳統舞蹈、傳統射箭、傳統摔角。

14 南投縣（2015）
田徑、籃球、棒球、柔道、拔河、健力、慢速壘球、負重接力、原住民舞蹈、傳統摔角、傳統射
箭、槌球、排球。

15 新竹縣（2017）
田徑、籃球、棒球、柔道、跆拳道、慢速壘球、槌球、傳統舞蹈、傳統射箭、傳統摔角、傳統鋸
木、傳統負重接力、傳統路跑、傳統擲矛、傳統拔河。

16 臺中市（2019）
田徑、籃球、棒球、柔道、跆拳道、慢速壘球、角力等刀、傳統路跑、射箭、拔河、負重、狩獵、
傳統樂舞、鋸木、擲矛、爬竿、撒網、浮潛競速。

17 宜蘭縣（2021）
田徑、柔道、跆拳道、籃球、棒球、角力、慢速壘球、槌球、傳統射箭、傳統樂舞、傳統路跑、
傳統負重、傳統摔角、傳統鋸木、傳統狩獵、傳統擲矛、傳統拔河。

資料來源：引自臺灣棒球維基網，〈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2021.08.31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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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曾有學者

提出應正名為「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係

因「原住民」與「原住民族」二詞在實質意

義上有所差別，前者指的是單一個體，後者

則泛指該族群整體。體委會排除政治或其他

用於差別之因素將此賽會定為「全國原住民

運動會」，並簡稱為「全原會」。（註12） 

乃依據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準則第五條規定，

全原會之參加單位為臺北市、高雄市、臺灣

省各縣市及福建省金門縣與連江縣。

對於「全原運」的未來發展，集福祿萬

（tjivuluwan）也提出自己的想法：「全國原

住民族運動會在定性上已經成為全民體育的一

環，各主辦縣市更經常變動比賽項目，作為

原住民族運動人才養成的意義式微，但仍然

是各縣市原住民族行政單位的年度盛事，便應

當善用此一盛況，以「文化為主軸、以觀光為

誘因、以產業為骨架」，使其成為原住民族文

化、觀光、產業及體育的聯合盛事，體制上改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主政機關，回歸原住民族

主體性，並改以鄉鎮市為參與單位，擴大原住

民族社會參與深度，比賽成績更可納入升學考

量或提供。（註13）」

圖10　全原運競技照片（照片來源：取自臺北市立大學UST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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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集福祿萬（tjivuluwan）在訪談時展現

堅毅與正氣凜然的氣度，只是也表達出至今

對於家庭與原住民社會的深深感觸，他娓娓

說到：

「na semtuluz a en a emasi 

kakeliyan,u pinacalivat a tjalja 

sepa ilingavan a sengsengan.tapu-

luq sa lusa cavililjan vaik a en 

na itulu,sapa culu tua tjilu puluq 

cavilj a u inisan kaisiutjing,inia 

u pina a maljuljai. pita sengsen-

gan, pita sia taqaljan,inia na 

maumalj a u si san pazangaljan. nu 

u si sanvaljung paquljid anga ta tu 

nase tjuviljij a u ta cemekeljan, 

ljaua nu pacucun na en tua mita 

qinaljan izuanga na seljenguaq a 

tjljan,na caljeqilj a tjekeza, 

maqati sa kitulu, kaljakuda, nea 

nu sekelji tua paisu a sikitulu 

na ta qumaqanan. aicu a u sin lja-

vakan tu pusaljaz, tu qemeling tua 

tja sia taqaljan, namauta tua u 

saluwan. Sau pa a ta vecik tu si-

zuka ta wu sini kipaquljidan ke-

masi cuai, tu wu siamanguaq manu 

emuda imaya si tjaucike anga na 

tjaiviljil.（我自幼提早食苦，經歷

了無數艱苦與挑戰之試煉，12歲離家

求學開始，接續30餘年來服務公職的

歲月裡甘之如飴，對工作，對族人，

一路走來，始終沒有改變。回首想想

雖然確實忽略了家庭與家人，但是每

當看著原住民社區都有一條平坦的道

路，堅固的橋樑，可以求學、工作，

每一個家庭不再因為沒有錢而強迫孩

子放棄自己深造學習的夢想，這一生

有機會為鄉親奉獻、服務，是何等的

幸福。然這種用生命寫歷史的犧牲與

付出到底值不值得，那就留予後人去

說。）」（註14）

註12	 李委珈sonun.abang，〈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傳統體育

文化價值分析〉，臺南：長榮大學運動休閒管理

學系碩士論文，2009。

註13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面訪，屏東縣來

義鄉南和村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自

宅，2019年9月10日。

註14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面訪，屏東縣來

義鄉南和村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自

宅，2021年8月10日。訪問人為郭東雄，國立屏東

大學原住民專班助理教授。

圖11　集福祿萬（tjivuluwan）於立法院質詢

（照片來源：取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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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集福祿萬（tjivuluwan）擔任原轉會委員，

蔡英文總統頒發聘書（照片來源：取自The 

Central News Agency 中央通訊社）

圖12　集福祿萬（tjivuluwan）擔任福建省政

府秘書長（照片來源：取自金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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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催生者   曾 華 德

附錄
曾華德（集福祿萬tjivuluwan）大事紀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53 42 出生於白鷺（pailjus）部落。

1960 49 7 就讀屏東縣來義鄉南和國小。

1963 52 10 就讀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小。

1966 55 13 就讀臺東縣臺東農工初中。

1970 59 17 就讀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校。

1975 64 22 派任屏東縣三地鄉大社國小教師。

1980 69 27 當選第九屆來義鄉長。

1986 75 33
當選連任第十屆來義鄉長。

屏東縣體育會理事。

1990 79 37

當選臺灣省議會第九屆議員。

臺灣省社會服務工作隊隊長。

省議會教育小組召集人。

1994 83 41

當選臺灣省議會第十屆議員。

臺灣省諮議會顧問。

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交流協會理事。

1999 88 46
當選第四屆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中華民國原住民建設協會理事長。

2001 90 48

當選第五屆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立法院原住民問政會會長。

中華拳擊協會顧問。

2004 93 51

當選第六屆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召委。

中華奧會體育推展委員會委員。

2009 98 56
福建省政府秘書長。

立法院最高顧問。

2013 102 60 排灣族白鷺社部落會議主席。

2014 103 61
原住民族委員會民族專任委員。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

2018 107 65
新加坡愛的伯樂學院榮譽董事長。

新加坡麗的呼聲電視臺榮譽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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