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原住民族學生升學輔導講座 實
施計畫 

壹、 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度都會區原住民族教育推廣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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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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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場 109/05/22(五) 
18：00-20：0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小港區二苓國小內/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 6 號） 

2 臺南場 109/05/30(六) 
09：30-11：30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臺南市北區開元路 71 巷 32 號) 

3 台北場 109/06/13(六) 
14：00-16：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米開朗基羅廳 
(臺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伍、 參加對象 
對本計畫有興趣之國、高中職階段學生、家長及學校教師。 

陸、 報名方式 
一、 採取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RSZfJZqE4hR2zb9z9 

二、 即日起開放報名，每場次 30 人(台北場次 40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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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場次 活動時間 報名截止時間 

1 高雄場 109/5/22(五) 109/05/15(五)下午 17 時 

2 臺南場 109/5/30(六) 109/05/20(三)下午 17 時 

3 台北場 109/6/13(六) 109/06/05(五)下午 17 時 



柒、 活動流程 
每場次約 2 小時，活動前 30 分鐘為報到時間(上午場：上午 9 時至 9 時 30 分；下

午場：下午 1 時 30 分至 2 時；晚間場:下午 5 時 30 分至 6 時) 

時間(分鐘) 內容 主講人 

3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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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致詞 

30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保障政策及管道介紹 

60 
1.學長姐求學經驗談 
2.家長陪伴經驗分享 

25 綜合座談 Q & A 

 活動結束-賦歸 

捌、 交通資訊 
一、 高雄場次：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

6 號/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小內） 

交通方式次：搭乘捷運紅線於小港站(R3)下車，出口 1 步行約 5 分鐘，即可

抵達活動會場。 

二、 臺南場：臺南市北區開元國民小學視聽教室（臺南市北區開元路 71 巷 32 號） 

交通方式：搭乘府城客運 2 號(往崑山科技大學方向)成大醫院(勝利路)站或 5

號(往桂田酒店方向)勝利北路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活動會場。 

三、 臺北場：集思台大會議中心米開朗基羅廳（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交通方式：搭乘捷運新店線【公館站】2 號出口左轉步行約 2 分鐘，即可抵

達會場。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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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小姐)、04-22183661(方小姐)  

Email：chuchien@mail.ntcu.edu.tw 

壹拾、 防疫措施 
一、 每場次上限人數 30 人。 

二、 配合國家防疫政策，參加人員請配合測量體溫，並於講座期間全程配戴口罩。 

壹拾壹、 本計畫核定後實施。 



附件 各場次活動流程表 

適性多元．找到孩子的量點-升學路徑一次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原住民族學生升學輔導分享講座 

高雄場次 

一、活動時間：109 年 5 月 22 日(五) 下午 18:00-20:00  

二、活動地點：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高雄市小港區立群

路 6 號） 

三、活動內容： 

時間 流程 內容 主講人 

17:30-18:00 報到 領取資料  

18:00-18:05 

(5 分鐘) 
貴賓介紹(致詞) 介紹與會嘉賓 

江儀梅主任(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原民研究中心) 

18:05-18:25 

(20 分鐘)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保障 

政策及管道介紹 

1.保障政策介紹 

2.各升學階段管道介紹及

相關名額說明 

白蕙蘭主任(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18:25-18:55 

(30 分鐘) 

(國高中階段)掌握學習歷程 

--學長姊的經驗談-- 
分享求學經驗 高雄師範大學附中 汪同學 

啟動孩子的自主學習 

--家長經驗分享-- 
做孩子的貴人 汪桂蘭老師(高雄市橋頭國小) 

18:55-19:05 

(10 分鐘) 
休息一下 暨 高雄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宣導活動 

19:05-19:35 

(30 分鐘) 

(大學以上階段)掌握學習歷程 

--學長姊的經驗談-- 

1.分享求學經驗 

2.分享找尋自我興趣及學

群之過程 

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專班  

鄭同學 

探索與啟動孩子的學習潛能 

--家長經驗分享-- 

1.如何協助孩子選擇適合

的大學/進入理想學校 

2.如何協助孩子在高中階

段準備入學資料 

白蕙蘭主任(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19:35-20:00 

(25 分鐘) 
綜合座談 Q&A 

1.座談回饋 

2.事項宣導 

江儀梅主任(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原民中心) 

白蕙蘭主任(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20:00~ 賦歸 



適性多元．找到孩子的量點-升學路徑一次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原住民族學生升學輔導分享講座 

臺南場次 

一、活動時間：109 年 5 月 30 日(六) 上午 09:30-11:30  

二、活動地點：臺南市北區開元國小視聽教室（臺南市北區開元路 71 巷 32 號） 

三、活動內容： 

時間 流程 內容 主講人 

9:00-9:30 報到 領取資料  

9:30-9:35 

(5 分鐘) 
貴賓介紹(致詞) 介紹與會嘉賓 

白蕙蘭主任(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排灣族)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

民研究中心) 

9:35-9:55 

(20 分鐘)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保障 

政策及管道介紹 

1.保障政策介紹 

2.各升學階段管道介紹及相關

名額說明 

陳威介校長 

(臺南市立崇明國中/賽德克族) 

9:55-10:15 

(20 分鐘) 

(國高中階段)掌握學習歷

程--學長姊的經驗談— 
1.分享求學經驗 

2.分享找尋自我興趣及學群之

過程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柯同學(魯凱族) 

啟動及陪伴孩子的自主學

習--家長經驗分享-- 

柯忠義老師 

(臺南市安平國中/魯凱族) 

10:15-10:35 

(20 分鐘) 

探索與啟動孩子的學習潛

能 

1.如何協助孩子選擇適合的大

學/進入理想學校 

2.如何協助孩子在高中階段準

備入學資料 

江儀梅主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布農族) 

10:35-10:45 

(10 分鐘) 
臺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宣導活動 張冰嫈主任 

10:45-11:15 

(30 分鐘) 

(大學以上階段)掌握學習

歷程--學長姊的經驗談-- 
1.分享求學經驗 

2.分享找尋自我興趣及學群之

過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原住民專班 

杜同學(魯凱族) 

國立高雄大學白同學(排灣族) 

啟動孩子的自主學習--教

師經驗分享-- 

李政雄老師 

(阿美族/臺南市立永仁高中) 

11:15-11:30 

(15 分鐘) 
綜合座談 Q&A 

1.座談回饋 

2.事項宣導 

白蕙蘭主任(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江儀梅主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

民中心) 

11:30~ 賦歸 

 

 



適性多元．找到孩子的量點-升學路徑一次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原住民族學生升學輔導分享講座 

臺北場次 

一、活動時間：109 年 6 月 13 日(六) 下午 14:00-16:30  

二、活動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米開朗基羅廳（臺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三、活動內容： 

時  間 流  程 規劃內容 負責人/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領取資料  

14:00-14:05 

(5 分鐘) 
來賓致詞 

介紹與會嘉賓 

嘉賓致詞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民

中心） 

陳明德主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排灣族） 

14:05-14:35 

(20 分鐘) 

原住民族學生升學政策 

及管道介紹 

1.升學政策介紹 

2.各升學階段管道介

紹及相關名額說明 

3.北北基原住民學生

現況 

白紫·武賽亞納老師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鄒族) 

14:35-15:10 

(35 分鐘) 

掌握學習機會 

--學長姊的經驗談-- 
分享選校及求學經驗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林同學(泰雅

族) 

台北市立中山女中周同學(達悟族) 

台北市立中正高中江同學(阿美族) 

15:10-15:50 

(25 分鐘) 

成為孩子適性發展的最佳助手 

--家長經驗分享-- 

如何協助孩子選擇適

合的學校學習 

陳明德 (排灣族/家長) 

伍月梅 (布農族/家長) 

劉秋玲 (泰雅族/家長) 

15:50-16:05 

(25 分鐘) 
自信從容的高中生活 

原住民學生高中校園

生活適應與發展 

廖紹棠組長(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

中學) 

16:05-16:30 

(25 分鐘) 
綜合座談 Q&A 座談回饋 

陳盛賢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民

中心） 

陳明德主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與會分享者 

16: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