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十二年國教課綱原住民族議題融入課程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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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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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課程綱要實施通則，各校應將議題融入
相關課程中，以期讓學生在不同的科目脈絡中思考這些議題，以
收相互啟發整合之效。
貳、 計畫目的
推動學校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融入學校課程，促進原住民族之民族
教育，辦理教師原住民族知能及文化增能課程，透過多元文化教育與
原住民族教育之專業成長課程，增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提供多面向
思考，發展議題融入課程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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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肆、參加對象
一、邀請國中小學暨高級中等學校有意願發展原住民族議題融入課程
教師參加。
二、有興趣發展原住民族議題融入教學相關人員。
伍、辦理時間與地點
序

區域

1

南區

2

中區

3

北區

時間

地點

8/16(五)整天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中小學藝能活動中心

08:30-16:00

(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 15 號)

8/20(二)整天

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視廳教室

08:30-16:00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一段育英巷 6 號)

9/07(六)整天

桃園市介壽國民中學活動中心

08:30-16:00

(桃園市復興區中正路 24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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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採線上報名方式，額滿為止。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inservice.edu.tw）報名。
【課程代碼：南區場 2660684 、中區場：2660680、北區場 2660685】
二、報名截止日期
(一) 南區：108 年 8 月 15 日(四)下午 16 時 00 分。
(二) 中區：108 年 8 月 19 日(一)下午 16 時 00 分。
(三) 北區：108 年 9 月 06 日(五)下午 16 時 00 分。
柒、交通資訊
一、南區：高雄市巴楠花部落中小學(高雄市杉林區和氣街 15 號)
【接駁地點】高鐵左營站集合(新左營火車站) ，當日接駁方式將
於會前另行通知。
二、中區：臺中市博屋瑪國小(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一段育英巷 6 號)
【接駁地點】豐原火車站集合，當日接駁方式將於會前另行通知。
三、北區：桃園市介壽國中(桃園市復興區中正路 248 號)
【接駁地點】桃園火車站集合，當日接駁方式將於會前另行通知。
捌、本計畫經本署核定後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玖、附則：
一、公(差)假：參加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課務自行處理。
二、本活動核發全程參與教師研習時數 5 小時。
二、活動聯絡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林幸慧小姐
聯絡電話：04-2218-3663；e-mail：alicelin@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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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活動流程 (暫定流程)
一、南區場工作坊：
8 月 16 日(星期五) ：高雄市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9:30

高鐵左營站站(新左營火車站)接駁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10 分鐘)

長官致詞

地點

巴楠花
藝能活動中心

10:10-10:50

十二年國教願景與巴楠花理念之間轉化實踐

(40 分鐘)

主講人：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10:50-11:30

【議題：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態智慧Ⅰ】

(40 分鐘)

主題：巴楠花文化英語群四祭生活課程實踐
巴楠花校園

11:30-12:10

【議題：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態智慧Ⅱ】

(40 分鐘)

主題：巴楠花文化族語群四祭生活課程實踐

12:10-13:10
(60 分鐘)

午餐

13:10-13:50

【議題：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態智慧Ⅲ】

(40 分鐘)

主題：巴楠花山風文學群四祭生活課程實踐

13:50-14:30

【議題：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態智慧Ⅳ】

(40 分鐘)

主題：巴楠花土地科學群四祭生活課程實踐

14:30-15:10

【議題：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態智慧Ⅴ】

(40 分鐘)

主題：巴楠花圖騰藝術群四祭生活課程實踐

15:10-15:40

【議題：原住民族土地與生態智慧Ⅵ】

(30 分鐘)

主題：課程設計工作坊

15:40-16:00

部落廚房

巴楠花小米田

巴楠花
藝能活動中心

(20 分鐘)

綜合座談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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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區場工作坊
8 月 20 日(星期二) ：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9:30

豐原火車站接駁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10 分鐘)

地點

長官致詞
博屋瑪國小

10:10-11:00

十二年國教與民族教育連結

(50 分鐘)

主講人：臺中市博屋瑪國小

11:00-12:00

【議題：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與文化資產Ⅰ】

(60 分鐘)

主題：博屋瑪的部落化

12:00-13:00

【議題：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與文化資產Ⅱ】

德瑪深耕

(60 分鐘)

主題：在地組織的認識與共學

協會

(30 分鐘)

午餐

部落廚房

13:30-14:20

【議題：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與文化資產Ⅲ】

(50 分鐘)

主題：部落耆老的協同教學分享

14:20-15:10

【議題：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與文化資產Ⅳ】

(50 分鐘)

主題：部落團體的協同教學分享

13:00-13:30

視廳教室

博屋瑪國小
視廳教室

15:10-15:40

【議題：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與文化資產Ⅴ】

(30 分鐘)

主題：課程設計工作坊

15:40-16:00
(20 分鐘)

綜合座談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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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區場工作坊：
9 月 7 日(星期六) ：桃園市介壽國民中學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9:30

桃園火車站接駁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地點

介壽國中

(10 分鐘)

長官致詞

10:10-11:00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議題融入概述

(50 分鐘)

主講人：桃園市介壽國中

11:00-12:00

【議題：原住民族營生模式Ⅰ】

羅浮部落

(60 分鐘)

主題：泰雅小米園區-農耕文化體驗

泰雅小米園區

12:00-13:00

【議題：原住民族營生模式Ⅱ】

(60 分鐘)

主題：部落共獵、共食、共享文化學習

活動中心

13:00-13:30
(30 分鐘)

午餐

13:30-14:30

【議題：原住民族營生模式Ⅲ】

(60 分鐘)

主題：羅浮部落-獵人文化學習

14:30-15:10

【議題：原住民族營生模式Ⅳ】

(40 分鐘)

主題：原住民族議題融入課程教學分享

15:10-15:40

【議題：原住民族營生模式Ⅴ】

(30 分鐘)

主題：課程設計工作坊

15:40-16:00
(20 分鐘)

綜合座談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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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部落

羅浮獵人學校

介壽國中
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