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原住民族學生升高中職輔導講座
-入學機制攻略篇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度都會區原住民族教育推廣計畫。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111 年度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計畫、111 年
度臺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貳、目的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管道多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透過辦理原住民族學生升學輔導講
座，提供政策及升學相關訊息，使家長及學生了解原住民族教育之權利，並保障原住民族
學生教育選擇權。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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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
源中心、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肆、講座時間與地點
序

場次

活動時間

地點

1

基北區場

111/06/11（六）
13：3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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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區場

111/06/18（六）
09：10 - 12：00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文苑樓視聽教室（台南
市永康區忠孝路 74 號）

伍、參加對象
一、 對本計畫有興趣之國中以下原住民學生、家長及學校教師。
二、 深化國民中學之學校原住民學生升學輔導及適性發展，請各校輔導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陸、報名方式
一、採取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WfYYfF2D7LPY7nP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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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一律採事
先報名，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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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北區場（線上講座）

111/06/11（六）

111/06/08(三)下午 23 時 59 分

250 人次

2

臺南區場（實體講座）

111/06/18（六）

111/06/12(日)下午 23 時 59 分

40 人次

1

柒、活動流程
每場次約 2.5 小時，活動前 10 分鐘為報到時間，各場次詳情請參閱附件。
時間(分鐘)

內容

10

報到

10
20

致詞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政策介紹

50

1. 國中原住民族學生升學途徑及相關名額說明
2. 國中原民學生升學分析

40

學長姐求學經驗談/家長經驗分享

20

綜合座談 Q & A

主講人

各場次主講人及經驗分享人，
將因地制宜安排合適講者，詳
情請參閱附件。

活動結束-賦歸

捌、交通資訊
一、基北區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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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臺南區場次：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文苑樓視聽教室（台南市永康區忠孝路 74 號）
◆交通方式：搭乘台南市公車 2 號公車，往崑山科技大學方向，於榮民醫院站下車，
往忠孝路步行約 5 百公尺（在右邊）

玖、聯絡資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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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小姐） Email：chuchien@mail.ntcu.edu.tw
二、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基北區場次）
電話：02-27837577#1603（鄧老師） Email：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三、臺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臺南區場次）
電話：06-2906584#13（許老師） Email：howin1125@tn.edu.tw

壹拾、 防疫措施
配合國家辦理集會活動防疫措施，參加人員採實名制，請配合測量體溫，手部消毒，並
於講座期間全程配戴口罩。

壹拾壹、 本計畫核定後實施。
壹拾貳、 附則
一、本次講座為推廣講座，恕不核發教師研習時數。
二、本次講座將全程錄影，參加講座者即視為同意授權課程過程中之肖像權。

2

附件 講座內容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原住民族學生升高中職輔導講座
-入學機制攻略篇基北區場
一、活動時間：111 年 06 月 11 日（六）13:30–16:00
二、活動地點：以Google Meet進行，會議室代碼於活動前1天以email通知。
三、報名截止時間：111年06月08日（三）下午23:59
四、活動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13:20-13:30

報到

13:20 開放登入會議室及線上簽到

貴賓介紹(致詞)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 介紹講師與國教署
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長官

13:30-13:35
(5 分鐘)
13:35-13:45
(10 分鐘)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政策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民中心)
介紹

13:45-14:25
(40 分鐘)

國中原住民族學生升學 陳明德老師(排灣族，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
途徑與策略
小)

14:25-14:55
(30 分鐘)

國中原民學生升學分析 余舒蓉校長(臺北市原住民學生家長)

14:55-15:00
(5 分鐘)
15:00-15:40
(40 分鐘)

15:40-16:00
(20 分鐘)
16:00～

備註

休息一下

學長姊經驗談

1.葉同學 (排灣族，高中學制)
2.張同學（阿美族，高職學制）
3.宋同學（泰雅族，五專學制）
4.林同學（高中原民藝能班）

綜合座談 Q&A

1.陳盛賢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民中
心)
2.白紫·武賽亞納主任(臺北市原教中心)
賦歸

1

1.分享求學經驗
2.分享找尋自我興
趣及學群之過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原住民族學生升高中職輔導講座
-入學機制攻略篇臺南區場
一、活動時間：111 年 06 月 18 日（六）09:10–12:00
二、活動地點：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文苑樓視聽教室(台南市永康區忠孝路74號)
三、報名截止時間：111 年 06 月 12 日(日)下午 23:59
四、主講人：陳威介校長(臺南市立崇明國中、臺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主任)
五、活動內容：
時間

流程

內容

08:40-09:10

報到

09:10-09:20
(10 分鐘)

貴賓介紹
(致詞)

09:20-10:00
(40 分鐘)

-國中階段原住民族學生升學政策及入學
管道介紹

介紹與會嘉賓

10:00-10:10
10:10-10:50
(40 分鐘)

休息一下
高中職入學、五專與國中教育
會考的準備

10:50-10:55

10:55-11:40
(45 分鐘)

11:40-12:00
(20 分鐘)

1.原民升學政策介紹
2.適性入學管道介紹
3.各就學區招生資訊查詢指南
1.如何選擇合適/理想學校
2.如何準備各項積分採計項目
3.超額比序成績採計與計算方式
休息一下

探索與啟動孩子的學習潛能
-家長經驗分享-

1.分享陪伴孩子找尋和培養興趣的經
驗
2.分享陪伴孩子升學及選填志願的經
驗及建議

學長姊經驗談

1.分享求學經驗
2.分享找尋自我興趣及學群之過程

綜合座談 Q&A

1.座談回饋
2.事項宣導

12:00～

賦歸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