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國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人才研習營(第二梯次) 

報名簡章 

一、 目的 

(一) 引導各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認識及熟悉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議

題，鼓勵其於在學期間多接觸原住民族知識相關課程及實習

活動。 

(二) 引導原住民族社會青年生認識及熟悉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議

題，並鼓勵其投入知識建構或實踐相關工作。 

(三) 鼓勵對原住民族文化有興趣的一般青年，認識原住民族知識

體系議題。 

(四) 引導投入中長程計畫各項工作之年輕人增進建構原住民族知

議工作相關知能。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三) 執行單位：建構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知識體系專案管理中心 

三、 時間及地點（含住宿） 

日期：112 年 4 月 21 日(五)至 4 月 22 日(六)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國際會議廳 

四、 報名方式 

(一) 參加對象： 

1. 原住民民族學院及原住民專班在學學生。 

2. 大學各族知識研究中心助理人員。 

3. 具有原住民族知識建構經驗或實踐相關工作經驗者。 

(二) 招收人數：預定招收 35 名，另列備取 10 名。 

(三) 報名時間： 

即日期至 112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23:59 完成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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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方式： 

1. 請至 Google 報名表單填寫報名資料（報名表內容如附件一），

並將報名相關證明文件以電子檔形式，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前

寄至 m-tiks@gms.ndhu.edu.tw。(連結：https://reurl.cc/LXO97x)。 

2. 以學生身分參加者，務必檢附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以非學生身分者，檢附最高學歷證明；以各族知識研究中心

人員參加者，務必檢附在職證明。 

3. 具原住民族知識建構或實踐相關學習、研究或工作經驗者，

請附證明文件（如修課紀錄、在職證明或相關著作）。 

(五) 錄取順位： 

 順位 1：大學各族知識研究中心助理人員。  

 順位 2：原住民民族學院及原住民專班在學學生。 

 順位 3：具有原住民族知識建構經驗或實踐工作經驗者。 

(六) 篩選方式 

1. 大學各族知識研究中心助理，以每中心至多 2 位為原則，共

計 8 名。 

2. 原住民民族學院及原住民專班在學學生至多 20 名，需兼顧族

群比例原則。 

3. 具有原住民族知識建構經驗或實踐工作經驗者，共計 7名。 

4. 前述類別錄取名額，依實際報名及篩選情形視情況調整。 

5. 凡參與過第一梯次之學員，不得重複報名。 

(七) 公告錄取 

1. 預定於 112 年 3 月 31 日公告錄取名單（包括正取 35 名、

備取 10 名），並通知錄取學員。 

2. 錄取學員應於 112 年 4 月 7 日前回覆是否參加，若遇缺

額則通知備取者遞補。 

(八) 注意事項 

為確保錄取者確實出席及珍惜培訓資源，本活動將於名單公

告後寄發電子郵件通知錄取者確認出席。 

https://reurl.cc/LXO9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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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規劃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授課時數 

專題演講 I 

建構原住民族教育文

化知識體系中長程計

畫介紹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就

中長程計畫背景、目的、策

略、工作項目及目前執行

狀況進行簡介，以利參與

學員瞭解原住民族知識建

構工作全般概況，以及未

來執行計畫成果切實符合

預定目標。 

0.5 

專題演講 II 

建構原住民族教育文

化知識體系專管中心

及各大學原住民族知

識研究中心介紹 

就本中心主要工作項目進

行介紹，並說明各知識研

究中心所執行工作項目與

專管中心計畫間之關係。 

0.5 

專題演講 III 
原住民族知識基本概

念介紹 

向學員介紹原住民族知識

基本概念，提升原住民族

知識發展的基本能力。 

1 

專題演講 IV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應

用：學校課程篇 

說明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

發展，應用及操作於各級

學校原住民族相關課程

（譬如原住民族實驗學校

之民族教育課程）。 

1 

專題演講 V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應

用：野菜知識 

透過原住民野菜知識的傳

遞，從視覺、觸覺、味覺感

官的認識，進一步使學員

體認原住民族對於野菜文

化多元的詮釋及知識系

統。 

1.5 

專題演講 VI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應

用：樂舞知識 

通過視覺、聽覺認識原住

民族樂舞文化外，更期待

學員透過身體，深刻感受

樂舞文化中的知識，期許

學員汲取更為全面的樂舞

文化。 

1.5 

專題演講 VII 
原住民族知識資料庫

建置及應用功能介紹 

簡介專管中心刻正進行的

建置原住民族知識儲存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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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授課時數 

料庫及管理、設計規劃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雲端服務

平台兩項工作之概況，以

及說明未來各知識研究中

心資料匯入相關工作規劃

方向。 

實作工作坊 I 

各族原住民族知識分

類架構實作工作坊 I：

分組討論 

學員透過研習課程內容知

識的習得，以分組形式進

行交流與討論，試以建構

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族知識

分類架構。 

2 

實作工作坊 II 

各族原住民族知識分

類架構實作工作坊 II：

各組成果分享 

透過學員分享所研擬原住

民族知識分類架構內容，

呈現學員於研習課程習得

的成果外，亦展現學員對

於其知識分類架構的想像

與期待。 

2 

綜合討論 I 綜合討論 I 

就本研習課程內容，由與

談人及學員進行分享與回

饋。 

0.5 

綜合討論 II 綜合討論 II 暨結業式 

就本活動其內容，並由與

談人及學員進行分享回饋

與建議。 

1 

 合計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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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權利及義務 

(一) 本計畫負擔培訓期間全程食宿及交通費。 

1.膳宿：提供活動當天晚上住宿及第一天午、晚餐，第二天午、

晚餐。 

2.交通補助：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學員之通訊地址距

離訓練地點 30 公里以外得補助交通費。 

3.請各族知識研究中心助理參加者，經中心同意所屬人員公

（差）假登記與會，惟差旅費請於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二) 學員應準時報到並全程參與此次活動（包括完成至少 500 字

心得報告）。未能準時報到或全程參與此次活動，且未基於重

大事件之由請假者，不頒予結訓證書，且主/承辦單位得於未

來拒絕其報名相關活動。 

(三) 學員應完成全程參加者，且必須完成各族原住民族知識分類

架構工作成果分享，使得頒發參訓證書。 

(四) 學員應於活動結束前繳交至少 500 字心得報告。學員應簽署

授權書（附件二、三）同意主承辦單位將心得報告及活動過

程剪影用於活動成果相關宣傳用途。 

(五) 本活動如因天候影響而停辦或延期報到時，將以電話、郵件

等適當方式通知，並於本計畫網站公告週知。 

七、 注意事項 

(一) 為保障參與培訓之權利，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逾

期報名者，恕不受理，亦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 

(二) 培訓期間倘為上課或上班時間，本活動不出具任何形式之請

假證明文件。 

(三) 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事

發生，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本次培訓資格，並自負相關法

律責任。 

(四) 培訓期間僅以學員為補助對象，請勿攜伴參加，若有攜伴者，

相關費用的產生，由學員自行吸收，恕不補助。 

(五)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活動規定及相關會議決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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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承辦單位聯絡方式 

■聯絡人：林先生(03)890-5141、林小姐(03)890-5934 

■E-MAIL：m-tiks@gma.ndhu.edu.tw 

  

mailto:m-tiks@gma.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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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全國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人才研習(第二梯次)報名表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請務必浮貼二吋大

頭照乙張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服務機關或 

就讀學校系所 
 

職稱/級別/

最高學歷 
 

公務人員 

終生學習時數 
□是        □否 教師研習時數 □是       □否 

飲食習慣 1. □葷食   □素食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或原住民族知識建構或實踐相關工作經驗者。 

學習經歷/修課

記錄 

 

 

 

 

 

工作經歷 

 

 

 

 

 

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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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介紹：在有限的 200字裡面，和我們聊聊你自己。 

2. 參加動機：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想參與本研習營活動？（至少 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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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對原住民族知識的認識。（至多 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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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全國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人才研習(第二梯次) 

拍照、錄音及錄影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參與原住民族原委會教育文化知識體系專案管理中心執

行「全國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人才研習營(第二梯次)」活動，進行攝影、

拍攝、錄音等各種影音圖像處理，或其他各種形式之公開發表，並同

意主承辦單位用於活動成果相關宣傳用途。 

同意由活動相關人員： 

□錄影， 

□錄音， 

□拍照， 

並同意將前述資料： 

□複製供執行成果報告使用， 

□複製供於中心網頁、社群網站活動宣傳。 

並有取得上述相關影音檔案之權利。 

此致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立東華大學 

 
同意人姓名：                               （簽名） 

服務單位／職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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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全國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人才研習(第二梯次) 

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參與「全國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人才研習營(第二梯次)」，所

完成之心得報告及原住民族知識分類架構工作成果分享內容，願意以

攝影、拍攝等各種影音圖像處理，或其他各種形式之公開發表，並同

意主承辦單位用於活動成果相關宣傳用途。 

此致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立東華大學 

 
 
 
 
 
 
 
 
 
 
 
 
 
 
同意人姓名：                               （簽名） 

服務單位／職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