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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年度都會區原住民族學生部落文化學習營實施計畫 

一起憶起-部落文化學習營 

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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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計畫目的 

一、 透過實際走訪部落，了解歷史的意義，進而增進學生民族認同與自信。 

二、 提供原住民族學生文化學習之管道，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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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每場次18人) 

一、以居住於都會地區之原住民族籍國、高中學生為主。 

二、若有剩餘名額，開放都會地區其他教育階段之原住民族籍學生及對原住

民族文化有興趣之學生。 

伍、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時間與地點 

序號 場次 活動時間 集合地點 接駁車出發時間 

1 

走讀 Lyung penux- 

深耕大安溪 

(臺中和平達觀部落) 

109.10.17-109.10.18 台中高鐵站 10：30準時發車 

2 
manutus 獵人古道 

(南投信義望鄉部落) 
109.10.31-109.11.1 台中高鐵站 09：30準時發車 

二、各場次活動內容因地制宜將安排不同課程及體驗，詳情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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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請依照以下兩步驟報名，紙本或線上報名資料缺一者不予錄取。 

 第一步驟(紙本報名)：請填妥報名表【附件二】及家長同意書【附

件三】後，電子檔 E-Mail至 ntcuiecrc103@mail.ntcu.edu.tw 或郵寄至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原民中心(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第二步驟(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1gPRaBRnB1qcBTuS7。 

二、即日起開放報名，人數額滿即截止報名。若人數超過預定名額時，依

據網路報名時間作為錄取依據，經承辦單位審查後，回覆錄取名單。  

三、各場次報名截止時間： 

序號 場次 活動時間 報名截止時間 

1 
走讀 Lyung penux-

深耕大安溪 
109.10.17-109.10.18 109.9.25(五) 

2 manutus 獵人古道 109.10.31-109.11.1 109.10.9(五) 

四、若公告後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5天前電話來電通知本單位 

    (04-22183661方小姐)，以利備取遞補工作。 

柒、錄取公告 

一、錄取名單將於活動前二週於教育部國教署原住民族教育資訊網

（https://ieiw.ntcu.edu.tw/#1）統一公告，公告同時將寄發電子郵件及

電話通知錄取之學員。 

二、經承辦單位公告錄取名單，如以電話聯繫通知而未回應與確認者，則

取消其報名資格。 

三、錄取名單公告時間： 

序號 場次 錄取公告時間 回覆確認截止時間 

1 
走讀 Lyung penux-

深耕大安溪 
109.9.30(三) 109.10.7(三) 

2 manutus 獵人古道 109.10.14(三) 109.10.16(五) 

捌、活動費用：參加學生全程免費，但須自付往返活動地點之交通費，其活動

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支付。 

玖、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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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保障參與體驗營之權利，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逾期報名

者恕不予受理，亦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 

二、 活動期間學員需住宿於主辦單位安排之住宿地點。 

三、 請務必攜帶健保卡、個人盥洗用具、口罩、換洗衣物、環保餐具、雨

具等物品。另個人藥品等請學員依個人習慣自行選帶。 

四、 請穿著活動方便之服裝及運動鞋，勿穿著涼鞋以避免腳部受傷。 

五、 如有感冒發燒、紅眼等傳染病情況產生，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加活動。 

六、 如遇天災(颱風、地震等)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形，經活動地點所屬地

方政府機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或其他重大事故無法辦理，本單位視

情況延期或取消，並即時轉知參與學員及發佈公開訊息。 

七、 若臨時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5天前電話通知本單位，以利後續活動

規劃。 

八、 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形發生，經

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本次活動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九、 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依承辦單位規定辦理，同時承辦單位保有

活動變更之權利。 

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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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183398(鄭竹倩小姐)、04-22183661(方小姐)  

Email：ntcuiecrc103@mail.ntcu.edu.tw 

拾壹、本活動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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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場次活動內容 

【走讀 Lyung penux-深耕大安溪】 

 活動日期：109年10月17日（六）-109年10月18日(日) 

 活動地點：達觀部落廚房(臺中達觀部落)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備註 

第一天 

10：00-11：30 車程-台中高鐵站 10：20集合 

11：30-12：00 報到及相見歡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認識部落廚房  

14：00-16：00 編織體驗  

16：00-17：30 農事體驗  

17：30-20：00 晚餐及說故事 入住接待家庭 

第二天 

08：00-09：00 早餐  

09：00~11：00 部落巡禮  

11：00-12：00 打泰雅糕  

12：0 0-13：00 午餐  

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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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tus 獵人古道】 

 活動日期：109年10月31日（六）-109年11月1日(日) 

 活動地點：南投信義鄉望鄉部落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備註 

第一天 

9：30-10：30 車程-台中高鐵站 9：20集合 

10：30-11：30 車程-水里火車站 10：20集合 

11：30-13：00 與會人員報到及午餐  

13：00-14：30 望鄉部落巡禮  

14：30-16：30 布農童玩體驗  

16：30-17：30 辦理入住  

17：30-19：30 晚餐及說故事  

第二天 

07：00-07：30 早餐  

07：30~11：30 獵人古道踏查  

11：30-12：30 午餐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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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一起憶起-109年度部落文化學習營」報名表 
編號： 

註：表內各欄位請詳實填寫，以利辦理保險事宜 

報名場次 
□第一場次-一起憶起-走讀 Lyung penux-深耕大安溪(109/10/17-10/18) 

□第二場次-一起憶起-manutus 獵人古道(109/10/30-11/1) 

 

姓名/族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族別   

就讀學校 

及年級 

校名： 

年級： 
餐食 

□葷   

□素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緊急連絡人 

姓名/電話 

姓名：                       電話：                    (請留手機)   

關係： 

特殊身心狀況 □無        □有，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式 

一、 聯繫及諮詢窗口： 

(一)辦理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二)連絡電話： 04-22183661(方小姐) /04-22183398(鄭小姐) 

二、 紙本報名：ntcuiecrc103@mail.ntcu.edu.tw 或郵寄至國立台中教育

大學原民中心(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三、 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1gPRaBRnB1qcBTuS7 

注意事項 

一、 學員須自付往返活動地點之交通費，活動期間相關費用皆由主辦單位

負擔(二天一夜膳宿、活動接駁、保險等)。 

二、 活動期間學員需住宿於主辦單位安排之住宿地點。 

三、 請務必攜帶健保卡、個人盥洗用具、口罩、換洗衣物、環保餐具、雨

具等物品。另個人藥品等請學員依個人習慣自行選帶。 

四、 請穿著活動方便之服裝及運動鞋，勿穿著涼鞋以避免腳部受傷。 

五、 如有感冒發燒、紅眼等傳染病情況產生，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加活

動。 

六、 如遇天災(颱風、地震等)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形，經活動地點所屬地

方政府機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或其他重大事故無法辦理，本單位視

情況延期或取消，並即時轉知參與學員及發佈公開訊息。 

七、 若公告後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5天前電話來電通知本單位(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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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3661方小姐)，以利備取遞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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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起憶起-109年度部落文化學習營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敝子弟          學校     年級     班之學生，姓名__________

參加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於109年    月    日承辦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一起憶起-109年度部落文化學習營」。活動期間學員一律參與保險並遵守紀律，

願意負責叮嚀敝子弟遵守活動期間營隊之規範並依正常離隊時間準時返家，如

因不遵守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發生意外事件，將自行負責。由於本活動內容設

計有體力上的需求，因此敝子弟若有重大疾病建議避免參加，若有任何因疾病

發生之意外，將自行負責。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家長：                 (簽章) 

家長電話：                 (手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