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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管聯席會議實施計畫 

一、 目的 

為提供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原資中心）經驗交流平

臺，並協助其掌握重要法規政策，汲取各校實務經驗，增進原資中心人員

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專業知能，俾強化原資中心組織功能，以提供更貼近

原住民學生需求之服務，特舉辦本次會議。 

二、 辦理機關 

(一) 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 協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三) 承辦學校：東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國立臺東大學） 

(四) 協辦學校：北區、中區、南區及專科區域原資中心召集學校 

（輔仁大學、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大仁科技大學、慈濟科技大學） 

三、 會議日期 

    108 年 12 月 12 日（星期四）及 12 月 13 日（星期五），計 2 天 1 夜。 

    （會議如遇天災並達政府公布之放假標準，則另案通知辦理日期。） 

四、 會議地點 

(一) 國立臺東大學知本校區（臺東縣臺東市大學路二段 369 號） 

(二) 台東桂田喜來登酒店（臺東縣臺東市正氣路 316 號） 

五、 參加對象 

(一) 全國大專校院已設置原資中心之主管及承辦人員（每校至多 2 名）。 

(二) 未設立原資中心之大專校院代表（每校至多 1 名）。 

(三) 教育部、教育部青年發展署、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機關代表。 

六、 活動內容（詳如議程表）： 

(一) 政策宣導 

由教育部、教育部青年發展署、原住民族委員會進行業務報告，宣

導目前與原資中心相關政策。 

(二) 專題演講及專題報告 

邀請專家學者進行學校如何落實原住民族教育法之專題演講，以及

大專校院原資中心對原住民學生學習影響研究成果之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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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議題討論 

結合目前重要原住民族教育法規及政策內容，邀請引言人分享實務經

驗後，以分組討論方式集思廣益，並將各組討論結果於綜合交流發表。 

(四) 部落創生經驗分享 

邀請東部執行部落營造成功之單位，分享部落創生之經驗，並藉由

擺攤方式讓與會者認識部落創生的發展與成果。 

(五) 自費部落體驗 

1、 會議結束後之加值活動，於 108 年 12 月 14 日（星期六）辦理，

由承辦學校安排海岸線、南迴線各一部落體驗方案，與會者得依

需求選擇擬參與之部落體驗，以實地走訪部落的方式，深入了解

部落創生發展的實際場域。 

2、 承辦學校僅協助預訂飯店及部落體驗服務，體驗中所需食宿交通

由參加者自費參加（詳見附錄二）。 

七、 活動報名與相關資訊 

(一) 報名方式 

1、 一律採網路報名，自即日起至 108 年 11 月 26 日（星期二）17 時止。 

2、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1BT5f3Mv9cLsSRvi7 

(二) 報名須知 

1、 實施計畫可於教育部原力網 

（https：//indigenous.moe.gov.tw/EducationAborigines/）「資訊與

分享」專區，或東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https：//ntturisrc.wordpress.com/）「108 年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主管聯席會議」活動專區下載。 

2、 活動通知：響應無紙化政策，報到通知與活動訊息等，一律以 e-

mail 或活動專用 Line 群組通知參加人員。 

3、 已完成報名程序之參加人員名單，公告於東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官網，若有疑問請以電話聯繫確認。 

4、 各校已報名人員，因故確定不克出席會議時，請務必提前通知承

辦學校，以避免資源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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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到方式 

1、 108 年 12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1 時 40 分，於台東桂田

喜來登酒店 5 樓國際劇院報到。 

2、 線上報名成功後，由報名系統寄出的電子郵件報到通知 QR code，

請於報到時出示，以節省報到時間。 

(四) 住宿資訊 

本次活動住宿飯店因房間數有限，如遇房間數不足將安排臨近旅館住

宿，有關住宿意願及住宿房間安排詳見報名表內資訊後自行勾選（詳

見附錄一）。 

(五) 交通資訊 

1、 報到當日提供接駁專車服務（需搭乘者，請於報名時填寫），請於

108 年 12 月 12 日（星期四）於下列接駁地點會合： 

發車地點 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發車時間 建議搭乘班次

臺東火車站 

（東部線） 

火車站前

公車亭 
12：50 13：00 

台鐵 408、

410 班次 

臺東豐年機場 
機場 

大門前 
11：20 11：30 

立榮航空

8721 航班 

（1） 逾時未至指定地點集合者，請自行前往台東桂田喜來登酒店。 

（2） 活動第二天提供專車自台東桂田喜來登酒店出發至國立臺東

大學（知本校區），搭乘時間於 12 月 12 日公布時間為主。 

（3） 參加自費加值活動者，第二天因活動衍生之住宿及第三天部落

體驗活動需自費參與。 

2、 若為自行前往者（開車或搭乘公車），請參考附錄三、四交通資訊

及平面圖，或報名網頁查詢。 

(六) 聯絡方式 

1、 承辦學校：國立臺東大學 東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2、 聯絡人員：蔣靜怡小姐、吳寶琳小姐 

3、 聯絡方式： 

（1） Tel：089-341190、089-335147、089-517819  

（2） E-mail：risesttu08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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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管聯席會議 

議程表 

Day1 12/12（星期四） 

時間 議程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13：30-14：00 報到 
國立臺東大學 

台東桂田喜

來登酒店 

國際會議廳 

14：00-14：10 開幕式表演 

14：10-14：30 貴賓致詞 
教育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立臺東大學 

14：30-14：40 全體大合照 國立臺東大學 

14：40-15：40 政策說明 
教育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15：40-16：00 茶敘時間 國立臺東大學 

16：00-17：00 
專題演講 

大學校園如何落實原住民族教育法

國立東華大學 

蔡志偉教授 

17：00-18：00 

專題報告 

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對

原住民學生學習影響研究成果報告

國立臺東大學 

郭李宗文教授 

18：00- 晚餐與交流 國立臺東大學 
台東桂田喜

來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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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12/13（星期五） 

時間 議程 主持人/主講者 地點 

7：00-8：00 早餐時間 

國立臺東大學 

台東桂田喜

來登酒店 

8：00-8：30 車程 
前往國立臺

東大學 

8：30-9：00 報到 

國立臺東大學

演藝廳 

9：00-09：20 青年署業務報告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09：20-10：20 

議題及分組討論 

（一）實務分享 

議題 1： 

高教深耕與原資中心未來展望 

議題 2： 

營造友善族群校園環境之實務作法

主持人 

議題 1 引言人 

議題 2 引言人 

（待確認） 

10：30-11：30 

（二）分組討論 

【A 組一般大學】 

【B 組技專校院】 

A 組主持人 

B 組主持人 

（待確認） 

國立臺東大學

演藝廳/ 

禮納布講堂 

11：30-12：30 綜合交流 
國立臺東大學 

國立臺東大學

演藝廳 

12：30-13：30 午餐及交流時間 

國立臺東大學

圖書資訊館 
13：30-16：00 

部落創生 

講者分享： 

1.海岸線部落(a、b、c 組) 

2.縱谷線部落(a、b、c 組) 

3.南迴線部落(a、b、c 組) 

國立臺東大學 

各部落講者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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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12/14（星期六）（自費部落體驗） 

時間 議程 地點 

7：30~8：30 晨喚與早餐 各飯店 

8：30-9：00 出發前往海岸/南迴線之部落 

各線部落 

9：00-14：00 

部落體驗（二擇一） 

一、海岸線（都蘭部落） 

二、南迴線（撒布優部落） 

14：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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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資料提供 

同意書 

 

一、 教育部辦理108年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管聯席會議，

為聯繫等相關事務工作，需請各單位參與會議人員提供個人資料（包

括：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年月日、公務聯絡電話、行動電話、電子

郵件信箱等） 

二、 承辦學校會妥善保管參與會議人員個人資料，除第一項所列工作，不作

其他目的利用，亦不會揭露給與會議事務無關之人員。會議事務工作結

束後，所蒐集之個人資料依規定予以銷毀，電子檔予以刪除，以善盡個

人資料保管責任。 

三、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請確認是否同意提供上述個人資料給承辦學

校，作為第一項所列目的之利用。 

□同意   □不同意 

 

當事人簽名：             

 

日   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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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報名表 

※一律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1BT5f3Mv9cLsSRvi7 

區域 □北區 □中區 □東區 □南區 □專科 

學校名稱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原資中心迄今年資    年 

姓名  性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生日 民國 年 月 日 

是否需要登錄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時數 
□是 □否 是否保險 

□是（依規定適用於非公務人員） 

□否（公務人員身分不得再重複保險）

電話（辦公室）  行動電話  

E-MAIL 

（報到通知寄發-必

填） 

 

飲食習慣 

（請勾選）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與杯子。 

□葷□素 

特殊需求                       

住宿意願 

（請勾選） 

□不需安排住宿 

□需安排住宿，由主辦單位安排同房者 

□需安排住宿，已協調同房者： 

為             學校      姓名             

※本次活動住宿飯店因房間數有限，如遇房間數不足將安排臨近旅館住

宿。 

交通方式 

（請勾選） 

12/12 

去程 

□當天自行前往，若開車，車號為       

□搭乘接駁車： 

 （1）12：50 集合→於臺東火車站前公車亭 

 （2）11：20 集合→於臺東豐年機場大門前 

12/13 

回程 

□當天自行回程 

□搭乘接駁車 

 （1）前往臺東火車站（建議預定 17：50 之後北上 

       之班次） 

 （2）前往知本火車站（建議預定 17：08 之後台鐵 

       南下之班次） 

 （3）前往臺東豐年機場（建議預定立榮往松山 

     18：15 班機、華信 19：15 往松山班機） 

加選自費部落體驗意願 

*需另繳納住宿費、部

落體驗等費用 

□不參加 

參加之部落體驗（2 選 1）□海岸線□南迴線（費用詳如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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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自費部落體驗 

一、海岸線部落體驗 

時間 內容 地點 

08:30-09:00 前往都蘭部落 臺東市區 

09:00-09:30 都蘭酒廠參觀 都蘭糖廠 

09:30-10:30 都蘭部落漫步 都蘭部落 

10:30-11:30 手作 DIY(檳榔鞘餐具) 都蘭老人聚會所 

11:30-13:00 享用風味餐 都蘭老人聚會所 

13:00-14:00 
地方創生交流 

(部落青年、創生計畫人員座談) 
都蘭老人聚會所 

14:00- 賦歸 
臺東火車站 

臺東豐年機場 

備註： 

1. 報名者須於 12/12（星期四）向承辦學校繳納每人新臺幣（以下同）2,800 元之費

用（包含住宿費新臺幣 1,600 元/人、部落體驗費用：1,200 元/人）。 

2. 本體驗報名人數需達 20 人才能成團，限額 40 人參加，並依報名順序優先錄取，

如未達成團人數，承辦學校將電話通知報名者該部落體驗取消。 

3. 參與第 3 日活動者，第 2 日晚間將視報名人數另外安排住宿旅館，並由承辦學校

安排交通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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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迴線部落體驗 

時間 內容 地點 

08:30-09:00 前往撒布優部落 臺東市區 

09:00-09:20 歡迎祈福儀式 撒布優部落 

09:20-10:00 傳統美食體驗-阿粨 部落展售中心 

10:00-12:00 部落導覽與傳統文化體驗 撒布優部落 

12:00-13:00 享用風味餐與交流分享 部落展售中心 

13:00- 賦歸 
臺東火車站 

臺東豐年機場 

備註： 

1. 報名者須於 12/12（星期四）向承辦學校繳納每人 3,030 元之費用（包含住宿費：

1,600 元/人、部落體驗費用：1,430 元/人）。 

2. 本體驗報名人數需達 20 人才能成團，限額 40 人參加，並依報名順序優先錄取，

如未達成團人數，承辦學校將電話通知報名者該部落體驗取消。 

3. 參與第 3 日活動者，第 2 日晚間將視報名人數另外安排住宿旅館，並由承辦學校

安排交通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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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交通資訊 

「自行開車至台東桂田喜來登酒店」 

(一) 臺北方向：行駛國道五號（北宜高）進入宜蘭，或行駛北宜公路或經基隆的

濱海公路進入宜蘭，於蘇澳行駛蘇花公路（台九線） →途經花蓮、吉安、壽

豐、鳳林、玉里、富里、池上→臺東，約5小時車程。 

(二) 臺中方向：行駛國道三號往南→南州交流道下→臺一線往南→枋寮→楓港→

南迴公路→臺東，約6小時車程。 

(三) 高雄方向：南臺一線往南→屏鵝公路→楓港→南迴公路→臺東，約3.5小時車

程。 

「自行開車至國立臺東大學」 

從台東桂田喜來登酒店來本校：從臺11線至知本路一段（約172.6km處）轉

大學路，約5分鐘可達國立臺東大學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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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活動地點平面圖 

一、台東桂田喜來登酒店平面圖與場地照片 

 

  

台東桂田喜來登國際劇院平面圖 

台東桂田喜來登國際劇院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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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立臺東大學（知本校區）平面圖與場地照片 
 
 
 
 
 
 
 
 
 
 
 
 
 
 
 
 
 
 
 

 

演藝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