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 

青年初階領袖培育營 

 

 

 

 
活動簡章 

 

 

 

 

指導單位：教育部  

協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連 絡 人：賴佳欣 

連絡電話：02-2905-3951 

傳真電話：02-2905-6414 

活動網址：https://reurl.cc/8l4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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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為培育原住民族領袖人才熟稔活動設計與帶領外，進而深入接觸 

與了解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藉此活動培養原住民族大專青年自我 

認同而深化體認原住民族歷史脈絡與當代議題，特辦理本計畫。 

 
【依據】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12 日教育部函臺教綜(六)字第 1070016885

號，同意補助本校 107年大專校院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

畫申請案。 

 
【目的】 

一、 原住民族(雅美族)文化了解與部落體驗，以實際操作「做

中 學；學中做」，培養大專原住民青年文化認知與敏銳度。 

二、 結合大專優秀青年共同規劃與擔任活動領袖輔導員，注重 

原住民知識青年經驗的累積、領導能力的訓練。  

三、 建立活動的傳承精神，發揮大專青年的服務熱忱，並活絡 

部落組織能力。 

 
【報名資格條件】  

一、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大專校院在學學生（不含延

長修業年限及就讀五專前三年、研究所、106 學年度應屆畢 

業生與 107 學年度新生）。 

二、 曾有擔任學校原住民族相關社團幹部經驗者。  

三、 對原住民族相關事務具熱忱或具實際參與經驗。 

※ (上述第二、第三條件，需符合一項。) 

 
【學員人數】 

正取學員共計 30 人；備取學員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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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程】 
 
 

名 稱 活動日期 

活動宣傳暨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07 年 07 月 16 日(一) 

書面審查名單 107 年 07 月 17-18 日(二、三) 

公告遴選結果 107 年 07 月 18 日晚間(三) 

北區初階領袖營 107 年 07 月 23-25 日(一、二、三) 

全國進階領袖營 107 年 07 月 26-31 日(四、五、六、日、一、二)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07 月 16 日止 (郵戳為憑 ) 

二、 郵寄報名：至活動粉絲專頁下載報名表單或至各校原住 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相關單位索取。 

三、 填妥後於截止日期前郵寄 (以郵戳為憑)至「24205 新北市新莊區

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107 年北區大專

校院原住民族學生青年初階領袖培育營活動」收，逾期不予受

理亦不接受現場報名。 

四、 聯絡單位：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五、 聯絡電話：(02)2905-3951 

六、 聯絡信箱：fj03645@mail.fju.edu.tw 

【申請應備文件】 

一、 活動報名表(請以電腦繕打)。  

二、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三、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影本請附於報名表件後) 。

mailto:fj03645@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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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與錄取公告】 

一、 資格審查 

（一）報名學員需符合簡章所訂必備條件，且須於期限內完 

成報名程序。 

（二）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學生證)。 

凡逾期或資格不符者，不予錄取。 

二、 錄取公告 

（一）初階領袖營錄取公告：錄取名單將於 107 年 7 月 18 

日晚間(星期三)於網頁上統一公告，公告同時將寄發 

電子郵件並電話聯繫錄取之學員。 

1. 經主辦單位公告錄取名單 3 日內，如以電話聯繫

通知而未回應與確認者，則取消其培育資格。 

2. 參與初階領袖營學員必須接續參與全國進階領袖營 

活動。(總活動期程為 107 年 07 月 23 日至 31 日)。 

（二）候補錄取：錄取名單公告後，如有學員主動申請放棄

培育者，或經主辦單位以電話聯繫而通知不到學員者，

將依序遞補符合資格之學員至活動前一日，候補錄取

學員則後續將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 

 

 
【參與學員權利與義務】 

一、 學員須全程出席(含全國進階領袖)並配合主辦單位各項事

宜。 

二、 活動食宿、交通費用全免（交通補助臺灣本島部份以臺鐵

票價為主）。 

三、 參與學員應於活動結束後 15 日內繳交「北區初階青年領袖

營」暨「全國進階青年領袖營」活動心得。 

四、 同意將個人資料(含心得回饋)建置於主辦單位資料庫，並

依個人資料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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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活動報名及活動期間應遵守事項 

(一)為保障參與培育營之權利，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 

報名，逾期報名者，恕不予受理，亦不接收電話或現 

場報名。 

(二)為達本次活動最大效益，以及確保學生安全，活動期 

間嚴禁擅自前往海邊戲水、進行任何夜間娛樂性(夜 

遊、夜騎、外出唱歌等)活動。 

(三)為確保學員參與活動之權益及最大收穫，活動期間

嚴禁吸菸、喝酒、嚼檳榔等行為，夜間也請勿打擾 

部落及民宿安寧。 

(四)違反以上述(二)、(三)注意事項者，主辦單位將強

制遣返臺灣並全額支付所有培育活動期間之費用。 

(五)主辦單位為響應島上「1kg 垃圾活動」，請各學員自

備垃圾袋，並不要在島嶼留下任何垃圾。 

(六)為響應環保，主辦單位不提供餐具與紙杯，請自帶環 

保餐具與水壺及相關個人物品，替蘭嶼以及地球盡一 

份心力。 

(七)為配合課程，請各位學員攜帶舒適好走的鞋子，並且 

請穿著活動方便之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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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證屬於者，將取消本次培育資格， 

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九)本報名資料之【參與動機】，務必詳實與依規定填寫。  

(十)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活動則順延一周舉行。 

(十一)本活動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主辦單位規定及相關 

      會議決議辦理。同時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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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 

(一)去程：7 月 23 日(一)中午 12:00 臺東火車站出口集  

 合，統一前往富岡漁港搭船(13:00 開)，請務必準時，

逾時不候並請自行負責前往。 

(二)回程：7 月 31 日(二) 下午 15:00 於蘭嶼統一乘船返

回臺東，預計 18:00 抵達臺東火車站，請務必遵守所

有集合時間，並留意臺鐵班次之訂票時間。  

    交通補助及注意事項 

(三)主辦單位僅供建議搭乘班次(臺灣鐵路交通)，恕不代

訂車票，請自行訂票。 

(四)學員去程、回程之火車票皆先行自行購票，票根請務 

必留存，並於 8 月 3 日前以限時掛號寄回【24205新 

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賴佳欣小姐』收】，請勿以平信寄送，以郵 

戳為憑。 

(五)交通補助金額實報實支，最高以自強號(含太魯閣、

普悠瑪)為限。 

 
 

※ 建議搭乘火車班次 
 

 

 
去程 

 
樹林－臺東 

普悠瑪 406 11:04 抵達臺東 

太魯閣 408 11:10 抵達臺東 

高雄-臺東 自強號 303 11:04 抵達臺東 

 

 

 
回程 

臺東-樹林 
(經宜蘭、臺北、 

板橋) 

普悠瑪 445 19:04 臺東開 

普悠瑪 447 20:06 臺東開 

 

臺東-新左營 
(經高雄) 

自強號 328 19:21 臺東開 

自強號 332 20:46 臺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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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一、初階班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變更之權利 
 

時間／日期 7 月 23 日(一) 7 月 24 日(二) 7 月 25 日(三) 

06:30-07:00 

 臺東火車站集合 

(集合至 12:00 

前往富岡漁港) 

起床梳洗 

07:00-07:30 起床號 

07:30-08:30 吃早餐 

08:30-10:00 領導力課程 方案設計與發想 

10:00-10:30 休息 

10:30-12:00 團體動力課程 溝通技巧與協調 

12:00-13:00 中餐 

13:00-15:30 
搭船至蘭嶼 
(13:00 船班) 

走跳人之島－ 

部落文化體驗 

國際事務專題(一) 

15:30-16:00 前往蘭嶼中學 休息 

16:00-16:30 報到、放置行李 

國際事務專題(二) 16:30-17:00 開幕式 

17:00-18:30 
專題演講- 

Ponso no Tao 
Tao 

18:30-19:30 晚餐 

19:30-21:00 人海中遇見你 部落議題探討 閉幕式暨青年結盟儀式 

21:00 盥洗就寢 盥洗就寢 



 

二、進階班 
 

 7 月 26 日(四) 7 月 27 日(五) 7 月 28 日(六) 7 月 29 日(日) 7 月 30 日(一) 7 月 31 日(二) 

07:00-07:30 

臺東火車
站 集合 

(集合至 12:00 
前往富岡漁港) 

起床梳洗 

07:30-07:40 起床號 

07:40-08:20 吃早餐 

08:20-09:30 

民族教育議題- 
山與海的教育 

拼板舟體驗-乘風破 
浪的海男人 部落自治議題- 

做，土地的主人 小島，大視界-國 
際法與原住民及 
聯合國介紹 

青年結盟儀式 

核廢料議題- 
不核作，我的態度 

環境保育議題- 
Kasiboan 

結業式 

09:30-12:30 
傳統地下屋參觀- 
達悟族的建築智慧 

方案設計與實作 

12:30-13:30 

搭船至蘭嶼 
(13:00 船班) 

午餐 

13:30-15:30 
部落文化工作- 

我們的名字，我們 
蘭嶼貯存場參-  
核廢的起源 

拚˙島嶼的記憶－ 
議題咖啡館 

文化行動 

感恩的心-恢復原樣 

15:30-16:00 前往蘭嶼中學 
傳統手鍊 DIY 製作- 

鍊上蘭嶼 

蘭嶼新觀光- 

區塊鍊與代幣 

再見人之島 
搭船至臺東 
(15:30 船班) 

16:00-17:00 報到及開幕式 
部落長照議題-  
牽起耆老的手 

芋頭田體驗- 
與你相芋 

17:00-18:00 
專題講座- 

Ponso no Tao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人海中遇見你 

小組討論(二) 1kg 的藝術 

小島，大視界 
-國際原住民族議題

參與經驗分享 

Ikalovot 文化之夜 20:00-21:30 ｢只有大海知道｣ 

21:30-22:00 小組討論(一) 

22:00- 盥洗就寢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變更之權利 

 

 



 

7 



8  

【附件】  

報名表 

107 年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青年初階領袖培育營報名表 

姓名   

 

 

 

 

 
請務必浮貼二吋大頭照乙張 

族名  

族別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月/日) 

 

身分證字號 
(僅供團體保險申請使用) 

 

學校名稱  

系級別  

聯絡電話 
(僅供活動通知使用) 

 

電子信箱 
(僅供活動通知使用)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與報名學員 

之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活動衣服尺寸 □XS □S □M □L □XL 

飲食 □葷食 □素食 □其他   

身體疾病 (若有任何病史、過敏原請務必說明清楚。) 

□ 無任何病史 □ 氣喘 

□ 心臟疾病 □ 癲癇 

□ 過敏    □ 蠶豆症 

□ 其他    

是否為社團幹部? 
□否 □是，社團          幹部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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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繕打：字型大小 14、標楷體、固定行高 20，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自我簡介 （至少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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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動機 (至少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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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收穫 (至少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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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在學、身分證明文件(於表單內浮貼或檢附於後) 



 

107 年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青年初階領袖培育營 

報名信封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收 
 

 

報名人姓名： 
 

連絡電話：（家） （手機） 

地址： 

※以國內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請於寄出前再次確認下列事項，並於□內 √： 

 

□ 報名表 

 

□ 在學、身分證明文件 

 

□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 

 

※上表件請依順序，由上而下依序排列，平整放入信封內。 

※每一信封限裝一人報名表件，如在寄遞發生遺失或延誤而無法準時報名，則 

需自行負責。 

請 貼 足 

郵 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