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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原住民族知識及文化課程暨沉浸式族語工作坊Ⅱ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9 條「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十二年國教基本教育階

段之學生，應提供學習原住民族語言、歷史、科學及文化之機會，並得依

學校地區特性與資源，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規劃及說明規定，原住民族地區

及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

習活動。 

貳、 計畫目的 
一、 推動原住民族重點學校發展原住民族知識及文化校本課程。 
二、 推動學校發展原住民族議題融入課程及沉浸式族語教學。 
三、 透過課程分享，相互交流實作經驗。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肆、參加對象 
一、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教師。 
二、 有興趣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校本課程及原住民族議題融入教學相關人員。 
三、 有興趣推動沉浸式族語教學相關人員。 

伍、活動時間與內容： 
一、活動時間 

序 場次 活動時間 地點 

1 
阿美族 
場次 

111/07/08（五） 
09：00 - 12：10 

線上講座，以 GOOGLE MEET 系統進行，會議

室代碼將於活動前 1 天以 E-mail 通知。 

2 
民族教育校本

課程模組場次 

111/07/25（一）及

07/26（二）上午 
08：50 - 12：30 

線上講座，以 GOOGLE MEET 系統進行，會議

室代碼將於活動前 3 天以 E-mail 通知。 

二、 各場次活動內容請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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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 採 取 網 路 報 名 ， 報 名 網 址

https://forms.gle/8hkf6ztDbPUXgsjL6  
二、 即日起開放報名，依各場次辦理方式限額參與，額滿

為止。 
三、 各場次報名截止時間及名額：  

序 場次 活動時間 報名截止時間 名額限制 

1 阿美族場次 111/07/08（五） 111/07/04(一)下午 17 時 250 人次 

2 
民族教育校本課程模組

場次 
111/07/25（一）

及 07/26（二） 111/07/20(三)下午 17 時 250 人次 

柒、聯絡資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04-22188198 (張小姐)、04-22183398(鄭小姐) 
Email：bimomo@mail.ntcu.edu.tw 

捌、本計畫核定後實施。 

玖、附則 

一、公 (差)假： 
（一）分享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課務派代。 

（二）參加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課務自行處理。 

二、本活動依講座辦理時間核發全程參與者研習時數，為確保研習教師之權益，

講座期間請線上參與教師全程開啟視訊鏡頭、呈現研習教師姓名、辦理線

上簽到及線上簽退，以利承辦單位即時確認參與狀況，核實核發研習時數。 

https://forms.gle/8hkf6ztDbPUXgsj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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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阿美族場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原住民族知識及文化課程暨沉浸式族語工作坊Ⅱ 
-阿美族文化課程場次- 

一、 活動時間：111 年 07 月 08 日（五）09:00-12:10 
二、 活動地點：採用 Google Meet 系統進行，活動網址將於活動前 2 天以 E-

mail 通知 
三、 活動內容：(暫定) 

111 年 07 月 08 日（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30-09:00 報到 
08:45開放線

上登入會議室 

09:00-09:10 

(10 分鐘) 

與會來賓介紹 

主持人: 陳仙萱校長(花蓮縣豐濱國小) 

 

09:10-09:50 

(40 分鐘) 

【主題 1:低年級-擅長吃野菜的民族】 

主持人:Sifo Lakaw鍾文觀執行長（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與談人: Dongi Kacaw吳雪月校長（花蓮縣原住民族野菜學校

校長） 

分享人:花蓮縣永豐國小 

分享 30分鐘 

討論 10分鐘 

09：50-10：30 

(40 分鐘) 

【主題 2:中年級-野菜認識】 

主持人:周惠民主任（國教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與談人: Dongi Kacaw吳雪月校長（花蓮縣原住民族野菜學校

校長） 

分享人:花蓮縣鶴岡國小 

分享 30分鐘 

討論 10分鐘 

10:30-10:35 休息  

10：35-11：15 

 (40 分鐘) 

【主題 3: 高年級-野菜世界】 

主持人:李國明校長(花蓮縣宜昌國小) 

與談人: Dongi Kacaw吳雪月校長（花蓮縣原住民族野菜學校

校長） 

分享人:花蓮縣豐濱國小 

分享 30分鐘 

討論 10分鐘 

11：15-11：55 

 (40 分鐘) 

【主題 4:課堂中的族語運用】 

主持人: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

研究中心) 

與談人:湯愛玉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暫

定 

分享人:黃梅玲教師（花蓮縣太巴塱國小）  

分享 20分鐘 

討論 20分鐘 

11：55-12：10 

(15 分鐘)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仙萱校長(花蓮縣豐濱國小) 

 

12: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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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民族教育校本課程模組場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原住民族知識及文化課程工作坊Ⅱ 

-民族教育校本課程模組場次- 

四、 活動時間：111年 07月 25日（一）上午 08：50-12：30及 

111年 07月 26日（二）上午 09：00-12：30 

五、 活動地點：採用 Google Meet 系統進行，活動網址將於活動前 3天以

E-mail 通知 

六、 活動內容：(暫定) 

111年 07月 25日（一）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40-08：50 報到 
08：40開放登入

會議室 

08：50-09：00 

(10 分鐘) 

與會來賓介紹 

主持人：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

及文化研究中心/教育學系) 

 

09：00-10：00 

(60 分鐘) 

【主題 1：信仰與祭儀】 

主持人：林碧霞副主任委員(原住民族委員會) -暫定 

與談人：巴代 Badai(原民文學作家/Damalagaw 部落文

史工作者) -暫定  

分享 1：成爲一個剛剛好的人(Maljeveq 五年祭)/ 歌樂

恩•達力谷教師（臺東土坂 vusam文化實驗小學) 

分享 2：Mai'asang敬山/吳琪瑤教師（高雄巴楠花部落

中小學) 

每校分享 25分鐘 

討論 10分鐘 

10：00-10：05 休息  

10：05-11：35 

(90 分鐘) 

【主題 2：生活技能與智慧】 

 主持人：伍麗華 Saidhai•Tahovecahe委員 -暫定 
與談人：官大偉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暫定 

分享 1：排灣建築文化/杜芸駐校專任助理(屏東地磨兒

國小) 

分享 2：排灣建築文化/洪靜芝組長(屏東口社國小) 

分享 3：從文化學做人，把文化活出來/高雅琳教師(臺

東南王 Puyuma花環實小) 

每校分享 25分鐘 

討論 15分鐘 

11：35-11：40 休息  

11：40-12：20 

 (40 分鐘) 

【主題 3：文化教育創新教學法-部落連結教學法】 

主持人：陳張培倫教授(國立東華大學) -暫定 

與談人：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

及文化研究中心/教育學系)  

教學法重點解析：邱淑娟研究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

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5分鐘 

每位分享 15分鐘 

討論 5分鐘 

https://www.ly.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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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1.陳歆蕎教師（高雄市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2.鍾欣秀教師（臺中市博屋瑪國小) 

12：20-12：30 

(10 分鐘)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民族中心) 

 

12：30 賦歸  

 

111年 07月 26日（二）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40-09：00 報到 
08：50開放線上 

登入會議室 

09：00-09：10 

(10 分鐘) 

與會來賓介紹 

主持人：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

育及文化研究中心/教育學系) 

 

09：10-10：10 

(60 分鐘) 

【主題 1：漁撈文化】 

主持人：高金素梅委員 -暫定 

與談人：陳枝烈教授(國立屏東大學退休)-暫定 

分享 1：許彩梁老師(臺中市博愛國小/教育部自然領

域中央輔導團)  

分享 2：胡家豪主任(臺中市博屋瑪國小) 

分享 25分鐘 

討論 10分鐘 

10：10-10：15 休息  

10：15-11：15 

(60 分鐘) 

【主題 2：小米文化】 

主持人：林修澈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暫定 

與談人：拉夫琅斯•卡拉雲漾校長(屏東原住民族部

落大學) -暫定 

分享人 1：孫禕雯教師 (屏東縣武潭國小平和分校) 

分享人 2：高佩文主任(屏東縣長榮百合小學) 

每校分享 25分鐘 

討論 10分鐘 

11：15-11：20 休息  

11：20-12：00 

(40 分鐘) 

【主題 3：文化教育創新教學法-解構重建教學法】 

主持人：陳枝烈教授(國立屏東大學退休) -暫定 

與談人：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

育及文化研究中心/教育學系)  

教學法重點解析：林昱丞研究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5分鐘 

分享人：1.吳念臻教師（高雄市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2.楊振昇教師（臺中市博屋瑪國小） 

每位分享 15分鐘 

討論 5分鐘 

12：00-12：30 

(30 分鐘)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民族中

心)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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