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會第 2屆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點：宜蘭縣史館會議室(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3號)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陳視導銘裕                                     紀錄：林欣筠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參、 業務單位報告事項 

一、 協助南山國小向原住民委員會申請「110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

實驗教育計畫（籌備期）」經費，第一期經費已於 111年 1月份核撥，第

二期經費新臺幣 100萬元整，業於 111年 5月 11日原民教字第 1110023790

號函核定，將賡續協助後續請領、核結等作業。 

二、 協助大同國中申請「111年度搭設傳統雙口灶申請計畫」與「111年度

搭設傳統窯烤爐申請計畫」及南山國小申請「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民小

學泰雅傳統家屋申請補助計畫」（議員建議案）。 

三、 協助南山國小實驗教育籌備期教案撰寫，教案討論工作坊共計六場次，

預計於 111年 5月 25日辦理完畢。 

四、 與國立東華大學合作將於 111年 5月 25日至武塔國小辦理期中座談訪

視會議。 

肆、 討論事項 

  案  由:武塔國民小學申請實驗教育計畫變更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宜蘭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 10條

「實驗教育計畫有變更之必要時，計畫主持人應於預定變更之該學年

度開始六個月前，向本府陳報；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及本府核

定後，始得變更之」。111學年度(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變更應於 111年 2月前提出，武塔國小已

於 111年 1月 28日武小字第 1110000357號函將送修計畫送府陳報，

並於 111年 6月 2日召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會進行審查。 

二、 業務單位初審意見詳如武塔國民小學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異動對照



表及初審意見表。 

  決  議： 

(一) 通過，並請學校依據會議紀錄進行後續修正。 

  (二) 各委員審查意見彙整如下： 

(按照委員發言順序) 

委員  

李汪燦

委員 

1. 有關目前擬設計每學年三個年段進行混齡教學之文化主題課程設

計部分，建請考量學生年級銜接之授課實務，評估每年段設計兩學

年課程之可行性，另，各主題課程之教學重點規劃應參照兒童發展

概念以及縱向連貫及橫向聯繫之原則。 

2. 四大文化主題課程之學習內涵，比較接近綜合領域課程，因此，建

請學校評估將綜合領域融入文化課程，而參酌學校師資專長，將部

分藝文或健體領域課程保留。 

3. 有關目前各年段規劃 2~3節之彈性課程及自主學習，建請學校參酌

課綱中各專有名詞之定義及實質內容，審慎採用主題、議題、專題

探究課程、自主學習課程（自主學習的課程，其目的在於增進學生

自發性的學習，「學習如何學習」，避免全學期皆由老師直接授

課。）、學習扶助課程（補救教學應依相關規定，不得納為單一領

域之學習節數，亦不得進行原班級學生之統一教學，並應針對不需

要學習扶助教學之學生進行課程安排。）等。 

4. 四大文化課程之學習重點最好能確實涵蓋所統整領域之重要學習

內容或學習表現。可以考慮研擬分工篩選出融入各年級民族課程之

領域課程中不可或缺的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學習重點），並有人

負責或設計方法勾稽對照，以免遺落應該銜接各年段的教學重點。 

徐永康

委員 

1. 感謝武塔國小願意對於實驗教育課程進行更深刻的規劃，分為四個

項目「課程修正」、「教法改革」、「如何善用現代教學工具」，以及

「如何具體學校實驗教育的成果」提供建議與看法予以學校參考。 

2. 課程規劃上建議參考英國近期發展之森林教育，讓孩子和自然做更

深刻的連結，藉著與森林課程結合以及在自然與森林理解上產生在

地感，目前武塔國小的課程多呈現人文與文化，建議在其他部分將

自然涵蓋使孩子對於森林的理解可以更深刻。 

3. 混齡教學模式會回扣到學校對於成為真正的泰雅人此主題，也就是

自主學習的領域。自主學習的三個關鍵點為觀察模仿、互助學習、

主題式探究，建議學校將兒童的概念發展與心智發展放置其中以循

序漸進的設計方式進行自主學習與混齡教學。 

4. 如何成為真正的泰雅人並非回到過去而是在當下，如何善用這一份

能力，科技的使用會成為關鍵，不僅在教學法，在成果上也能提供

呈現的方式，並與國際接軌，可善用國際研究的文獻成果，協助臺



灣的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在改變的過程中能有更清楚的方向。 

吳文欽

委員 

1. 肯定學校全體對泰雅文化傳承課程規畫編輯的努力及鉅細靡遺的

統整編排。 

2. 國小六年皆執行實驗教育，需思考國小和國中的課程銜接問題有否

配套考慮。 

3. 教師專注於主題課程的教案編輯（實在太多），建議仍需思考是否

影響領域課程的教學偏失。 

4. 教師教學準備與學校行政負擔太重，會否顧此失彼，影響校務行政

及教師流動率，建議需要事先考量。 

陳香英

委員 

1. 泰雅文化的傳承與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發展應重視當下，部訂課程

或者校本課程的實施都需就兒童發展的概念仔細的檢視給予孩子

所該學的，可以給孩子不同的學習方式，不同的學習內容但仍不能

疏忽兒童的發展與安全。 

2. 學校在訂定教學計畫與教學研究時，可檢視能否將民族教育融合進

各領域當中，若無法融合則需規畫如何執行這項課程。心智圖的規

畫需要構思如何放置於適當的年齡，非僅概念上的灌輸而是藉由課

程安排使孩子願意學習願意了解。 

3. 推動泰雅文化的民族教育上，教師需要給予孩子全面性的文化內

涵，因此教師的進修非常重要，不單是課程教學的推動者更有教學

內涵的深入，才能將傳承文化最重要的精隨，進而更認知自我，展

現自我價值。 

陳銘裕

委員 

1. 11個主題是單一主題課程或者為統整的主題課程，為未來老師授

課時需要檢視之處，從學習領域向下即發展為 11 個主題時需思考

其邏輯性為何，是否有斷層，中間似乎缺乏連貫性。無論主題是 4

項或 11 項，建議學校未來在課程執行時，檢視是否完整的統整內

容將真正的課程內涵呈現。 

2. 上次的計畫標列出參考「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本此雖未標

列但檢視資料仍為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所製作之內

容，則建議學校再仔細檢視原計畫中的內涵是否包含於此次計畫所

規劃的 11個主題內。 

3. 17頁最後一段只寫出 4個主題，請再詳細說明此次將原定 4 個主

題修正為 11個主題的原因與時間點，做一個完整的敘述，使後續

參與的相關人員能夠了解課程的修正原委。 

胡文聰

委員 

1. 心智圖和第 7-9 頁內容要能扣合，心智圖的核心各主題(例如燒墾     

文化) > 子題(例如工具、作物、gaga....等) > 各單元(建議加註

各年級或各年段)。 

2. 學習目標、表現可以參照 108 課綱各領綱素養內容，切勿被框住或

被侷限，而限制了課程的發展性。 



3. 課程發展期間可以和南中教師夥伴對話，加強中小學文化課程銜接

性。 

陳張培

倫委員 

1.審議通過後就工作內容的改變，以及工作量調整是否已經與同仁達

成溝通，提醒校長及推動課程的教育系統評估教師工作量承擔的問

題，以使計畫變更後的課程教學執行順利推動。 

2.原民會原民知識體系中長程計畫已上路，現階段的主要工作為原民

知識的建構，服務的對象為學校端，隨著原民會計畫的推動，泰雅

族共用的知識體系建置完成後，學校於未來計畫上必需能對應與說

明從所建置的體系中脫胎而出並凸顯學校的在地特色，希望學校積

極加入運作，爭取經驗與資源。 

3.東華大學的核心工作為三項，其一為知識建構，第二為協助實驗學

校，第三建置資料庫系統，未來會建置虛擬的原住民族知識圖書館，

未來在這個雲端系統中如何開發應用功能，並因應時代進行線上系

統的教學，建議與相關單位多合作，一方便獲取額外的課程及教學

資源，另一方面反應學校需要的協助。 

4. 原民實驗學校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未來在整個社會發展的前景比只

接受一般教育的學生好，現代原民社會有許多職缺非常缺乏新一代

既熟知自身族群文化也熟知一般學科知識的原住民投入，例如專職

族語老師、語推人員等相關工作的就業機會，皆需要雙文化的能

力。國家為了尊重原住民的自主發展創造出一批職缺，期許教育系

統跟上原民社會就業需求的變化。建議校長可在計畫書與相關文件

指出有一個很明確的就業市場，希望原民學生有雙文化的能力，原

民實驗教育非但與社會沒有脫節，且與多元社會與就業的可能性充

分連結。 

陳枝烈

委員 

1. 武塔國小所提出的 11個主題的課程，就其課程發展的過程確實比           

籌備期以及四個學季 48個單元課程更有結構也更有系統，課程發

展較前進步。 

2. 課程涉及的內涵以泰雅文化的涵蓋而言也比之前更為完整，例如族

群關係、祭儀，文化在現代社會的應用在教案當中呈現的比之前更

完整。 

3. 民族教育就是把身體交給土地交給自然，秉持這樣的信念在課程教

育中所使用的教學方法，現在的 11 個主題在教學方法上較之前更

多進入森林，進入田野，進入部落的教學情境這是值得肯定的。 

4. 課程的發展需要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但原民孩子的身心發展，仍

未有有系統的研究成果提供學校端，盼望能建置資料予以學校，根

據原民孩子的身心發展研發課程進行課程安排。 

林武聰

委員 

本次計畫變更由 4大主題調整為 11 大主題，在課程結構上，考量是否

能回歸為 4大主題，因為學習內涵仍為 4 大主題，11 大主題是否會較

為分散。 



伍、 臨時動議 

案  由: 實施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學校，為專心致力協助民族教育課程發展、

提升族語教學品質以及研發族語教材，學校專聘專職族語老師，毋須跨

校進行族語教學。 

說  明： 

一、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一條第一款揭示：「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促進

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特制定本法。」，第九條第二款：「中央

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

因此，原住民重點學校推動民族教育是為重點，而「原住民族語言」的

復振，更是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傳承最為關鍵的環節所在。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第十七條第一款：「專

職族語老師每週基本授課節數為二十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報學校

之主管機關核准者，每週得減教學節數： 

 （一）、減授四節： 

     1.任教於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負責該校實驗教育課程教材之規

劃及研發。 

     2.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所定極度偏遠或特殊偏遠地區學

校，統籌學校族語課程教學整體事務。 

     3.教授之族語為當地少數方言別，並辦理該少數方言文化傳承之相關工

作。 

 （二）、減授八節：教授之族語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瀕危語別，並辦理瀕危

語別復振之相關工作。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任

教於學校型態原住民實驗學校之專職族語老師，有教授民族教育課程，

其課程節數，得合併族語課程計算。」 

結  論：請業務單位於下次審議會進行專案報告，並請課發科及原教中心列席。 

陸、 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