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吳一德：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迎向自信的美麗人生
採訪、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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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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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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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認為原住民師資比例政府應有配套措施，如保障名額，如果能確立，從政府機

關開始落實，便可回過頭，將這些觀念推廣給學生，讓學生有明確的職涯目標，依

照自己專長去努力。

擁有自信及積極的生活型態

　　「自卑、自傲跟自信，一字之差。」自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缺點，他其實也

有優點，但無法呈現；自傲的人只看到自己的優點，其實缺點很多，但不夠謙卑。

吳一德希望也藉由專訪把自己的多年心得經驗傳承，勉勵原住民學人們，成為他們

的借鏡。

　　吳一德與我們分享如何提升自信的四個歷程。首先是要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必須了解自己的優點，才能不卑不亢的有自信面對挑戰與困

境，進而去改善自己的缺點！自信的建立於了解自我、肯定自我，自己的優勢是存在

的，只是沒有發揮出來！反之劣勢也是存在，而更應該去提升、改善。要主動積極，

凡事做中學，先做了再說。凡事要堅持，有一天會有人發現你的可取之處！

　

　　

　　2022年2月來訪中心的訪問學者吳一德教授，目前任職

於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專長主要在於休閒

與健康專題研究、健康促進、運動生理學、運動處方與訓

練、休閒遊憩概論、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等領域。此次

訪問期間，將執行「臺灣原住民族遷徙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與主觀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的跨領域研究計劃。

建立正向積極的健康生活型態

　　吳一德身為臺灣原住民族，在自我的學習歷程中深刻體會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

在部落生活的族人經常因為醫療上的缺乏、營養攝取不足、來不及急救等各方面的因

素，導致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低於臺灣平均10歲以上。反映原住民生活的實際情形，

需要相關單位持續的關注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才能獲得實質的改善。吳一德深感自

助、人助、天助，不如自助，因此起心動念：「期許必須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進

而推廣至部落生活教育的實踐，把正向的健觀念推行至原住民的部落生活。

　　吳一德長期關注原住民部落教育、老年人健康、休閒運動生活與文化傳承相關議

題與研究，從歷年來的研究中了解，高齡化伴隨而來失智、失能的社會議題深入探

討。影響健康生活最重要關鍵要素，在於擁有良好的「生活型態」。建立正向積極的

健康生活型態有四項重要的要素：一、要有足夠的睡眠；二、要有足夠的營養；三、

要有充足的運動；四、要時常保持愉快及健康的心情。藉由上述四項指標的落實，進

而能活化身體各項機能，達到減緩失智、失能的目標。國內對三高的定義：界定於高

血壓、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項慢性疾病，更是國人十大死因中，榜上有名的疾病。我們

應該遠離過去三高不良的生活模式，建立新三高：高EQ，快樂的過生活、高IQ，聰

明過生活、高生活品質，享受過生活。提出「注入新血」的新觀念，並導引至「部落

注入新血」的理念，成為現代國人新生活運動。從醫學的面向探討「注入新血」的內

涵，以捐血為例，可以促使身體形成新陳代謝的效益，幫助自身血紅素的再生，讓細

胞能夠有更多活化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統。如將「注入新血」觀念運用於職

場、團體或社會中，從中培養新的生力軍、新觀念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吳一德不

吝與我們分享健康生活的觀念，如能將這些概念推廣、落實於部落或大眾，藉由正確

的觀念來享受生活，社會就會朝向正向、積極的思維發展。

　　有鑑於此，吳一德也將這些觀念應用於研究中。在執行研究的同時，積極向部落

宣導正確的健康生活型態。健康生活型態的觀念，將觀念導入老年人的生活中，並鼓

勵年輕人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本次訪問期間所欲執行的計畫即以生活型態為主要

關注焦點。吳一德嘗試從生命科學進入到社會科學面向的討論。臺灣原住民之生活型

態因演變及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形成臺灣許多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原住民高度的流動

性、平均壽命低於國人也同樣引起關注。研究嘗試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的因素、健康

促進生活型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向度指標，如自

我實現、健康責任、人際關係、運動休閒、壓力處理與適當營養等，以及遷徙後其生

理和心理的變化情形。

　　吳一德提及早期原住民的遷徙研究，大多討論原住民遷徙至都市後的生活適應和

發展困境，而遷徙因素的探討，源於都市的拉力與原鄉的推力影響，以臺灣原住民的

學生族群與求職的青壯年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原住民族遷徙與生活型態及遷

徙行為帶來的健康風險，藉由釐清臺灣原住民遷徙、生活型態與整理體發展之間的關

聯，以作為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的相關實證。藉由科學的面向探討：一、由先天遺傳的

人格特質；二、為後天環境影響的因素。吳一德體認形成原住民族遷徙、適應上的影

響的因素主要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從遷徙到適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而原住民族群則會選擇同溫層互相取暖、彼此關懷。他們從部落出外求學，擔心受

騙、社會中的微歧視等種種情境，最大的困境來自內心自卑感，藉由自我心理的建設

獲得自信，便能夠在社會中適應良好。而大專學生在遷徙過程中也非常依靠原住民資

源中心或原住民社團，因為在這些團體中有類似家的溫暖與認同感，使其感到安定、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幸福感提升，是否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適應過程？為什麼幸福感會提升？當我

們的生活型態提升，就會尋找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幸福感指數就

會上升。藉由研究的方式，讓遷徙的原住民族群懂得生涯規劃、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

與態度，也能夠傳承與永續民族的發展。雖然目前還未有具體研究成效，但從長遠來

看，如同散播一個宣導的種子，若干年後，等待種子發芽。藉由研究的指標，整合社

會的影響因素，達到改善社會的效果。

臺灣原住民族在求學或職涯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界服務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親身體會原住民學生不管是就學或職涯

上艱困的處境，這也是原住民最深處的痛，更是影響了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沒辦法呈

現自我的優點。而學生直率、誠懇的特質，也往往使他們容易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

群。吳一德直言國內談論到對原住民族的刻版印象有很深的誤解，如升學加分制度相

關的議題。常有人會說：「你是靠加分進入大學！」因此，會嚴重打擊原住民學生的

自信。「實際上加分制度的目的是輔導原住民族進入到通才教育的大學階段，大學錄

取原住民是外加名額，並不影響其他學生入學的權益。原住民族學生只是爭取一個學

習的機會，且原住民族進修到碩士或博士是沒有加分因素。多數原住民考取碩士或博

士也不是因為原住民身分，完全是教授們了解學習的歷程，值得去給原住民機

會。」。在一般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時，常認為是其弱勢或帶有歧視的意味。我們應

該要用一個健康的心態，自我轉念思考：「我不認為他們是在歧視我們，他們只是對

我們感到好奇。」。不同族群彼此之間交流，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接受各族不同的文

化，因為每個人都有優點！

　　吳一德坦言原住民學生在求學或職涯的實際狀況，學校或教師停留在刻板印象

是對原住民學生不信任，在沒有讓學生努力過，就先否定學生。在社會中與人競爭

時，專業能力並不亞於一般人。並不是在於能力與實力的落差，但在缺乏人際關係

的因素下，往往使學生在職涯追求上常是落敗者。從原住民學生在求學中所面臨的

困境，而後談及學生們在高教深耕的情形。全臺灣原住民在高教深耕，能任職大專

老師非常有限，原住民的機會少，不管是在政府或是民間都應該建立公平機制。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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