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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第 2屆第 3次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會暨期末策進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本府 102會議室(一樓農業處水池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簡委員兼任主席信斌                             紀錄：簡呈恩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第 2屆第 2次會議）案由、決議及執行情形： 

案由一：武塔國民小學申請實驗教育計畫變更一案，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並請學校依據會議紀錄進行後續修正。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決 定：同意備查。 

案由二（臨時動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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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擬專聘

專職族語老師，毋須跨校進行族語教學。 

決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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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 

(一)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本縣

業於 107年 8月 21日辦理 107學年度國中小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

聯合甄選，徵選 4名專職族語老師（2名賽考利克泰雅語、1名宜

蘭澤敖利泰雅語及 1名阿美語）及 109年 6月 13日辦理 109學年

度國中小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聯合甄選新聘 2名專職族語老師（1

名賽考利克泰雅語及 1 名宜蘭澤敖利泰雅語），迄今共計聘任 6

名專職族語老師。 

(二) 現行無法單就原民實驗學校需求作開缺考量(例如:武塔國小、大

同國中)，係考量本縣符合資格之原民師資不足，為滿足各校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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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師資宜共享、跨校共聘，以滿足學生學習族語需求。 

(三) 另自 109 學年起實驗學校(武塔國小、大同國中)已提高媒合節數

(含語文課及民族教育課)，以 10-12 節為限，共聘學校 3 校為原

則。 

(四) 南山國小目前由大同國中東華協作中心王柏宗研究助理每週到校

協助授課（每週 12節），以緩解目前族語教師之需求。 

(五) 112年專職族語老師徵選，需評估各校開課需求及現有教學人力再

行研討是否辦理，並持續建議原民會及國教署降低教授國小族語

之專職族語教師之資格。 

決 定： 

本案持續列管，並請原教中心與國教署聯繫，了解族語教師相關補

助資源後，再行研議縣府自籌經費等細節，並於下次會議報告執行

進度及補助族語教師一案經費支用內容說明。 

二、 業務單位報告： 

(一) 本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及實驗班（南澳高中、大同國中、武

塔國小、南山國小等）4校進行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分享與策

進對話（每校以 8分鐘為原則）。 

(二) 協助南山國小、武塔國小、大同國中等 3 校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

請「111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實驗期）經

費」核定共計 450萬元整。 

(三) 協助南澳高中向國教署申請辦理「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

驗教育班級、課程」經費，核定補助「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國

中部）80萬元（央款 70萬 4,000元、縣款 9萬 6,000元）；「原

住民族實驗教育課程」（高中部）120 萬元（央款 105 萬 6,000

元、縣款 14萬 4,000元），共計 200萬元。 

(四) 本府於 110年 1月 6日核定南澳高中申請辦理 110-112學年度「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國中部、高中

部)」即將期滿，擬依規定申請續辦，本案期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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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工作項目 備註 

112年 1-2月 

辦理學校訪視，了

解本期實驗教育計

畫執行情形，討論

下 1 期申請計畫之

規劃與發展。 

擬與東華大學辦理到校訪視會議合

併辦理。 

112年 4月 

學校提送成果並提

出新 1 期計畫報府

申請續辦 

由於學期前一學年須開始填報次學

年度課程計畫等資料，因此學校希望

能將申請作業期程提前進行。 

112年 5-6月 召開審議會  

112年 7月 
函發核定文並副知

國教署及相關單位 

 

113年 10月

底前 

學校提送成果報告

書 

第 12條：學校辦理原民實驗教育，

應於實驗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提出

成果報告書，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備

查。 

(五) 本縣大同國中、武塔國小預定於 112 學年度進行本縣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學校評鑑，另武塔國小第 1期計畫期程（107-112學年度）

即將期滿，擬續辦第 2 期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本案預計期程

如下： 

預定期程 工作項目 
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評鑑辦

法》 

參與學校 

112年 1月 

成立評鑑小組 

第7條：評鑑小組成員五人至七

人，由各該主管機關或評鑑單

位於實驗教育計畫期間，邀集

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及實驗教

育學者、專家組成。 

大同國中、

武塔國小 

辦理評鑑協調
第3條第2項：於辦理學校評鑑1 大同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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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年前辦理學校評鑑協調會，就

評鑑之人員、內容、期日、期

程及實施方式，與實驗教育計

畫主持人及實驗教育學校協調

並達成共識。 

武塔國小 

評鑑日 

6個月前 

(112.7) 

學校提出自我

評鑑報告書 

第3條第3項：計畫主持人應於

每次各該主管機關通知之評鑑

期日6個月前，依評鑑內容，檢

附自我評鑑報告書，送各該主

管機關辦理評鑑。 

大同國中、

武塔國小 

評鑑日 

113年 

1月前辦理

完竣 

委員評鑑 

一、 成果資料審閱：於實地

訪視前一週，由學校依

評鑑指標提供線上成果

資料，供委員預先閱

覽，蒐集相關資訊。 

二、 實地到校：由評鑑委員

實際到校實地訪評，包

括學校簡報、參觀校

園、課程體驗、分組座

談等流程，了解學校實

際運作狀況。 

大同國中、

武塔國小 

113年 

1月 31日前 

學校提出續辦

申請 

第 15條：於實驗教育計畫結束

六個月前，檢具歷次評鑑結

果、成果報告書及後續之實驗

教育計畫，向各該主管機關申

請續辦。 

武塔國小 

評鑑後 

1個月內 

(113.2) 

提送《評鑑報

告書》至實驗

教育審議會審

議 

第6條：於1個月內作成《評鑑

報告書》送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審議會審議。 

實驗教育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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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後 

3個月內 

(113.4) 

通知評鑑結果 

第 14條：將實驗教育審議會審

議之評鑑結果，通知計畫主持

人及實驗教育學校。 

實驗教育中

心 

113年2-6月 
提送第 2 期實

驗教育計畫 

提送武塔國小第 2期實驗教育

計畫至審議會審議 

武塔國小 

113年7月底

前 

審議第 2 期計

畫。 

倘核定武塔國小第 2期續辦申

請，實驗期為 113-118學年度。 

武塔國小、

實驗教育中

心 

113年8月起 
實施第 2 期計

畫 

實施期 武塔國小 

三、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中心報告： 

(一) 宜蘭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之駐校協作 

1.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中學 

 駐點學校協作工作(每週一、三、四) 

東華協作中心助理王柏宗 Tanah Watan自 107年 2月起至 111學年

度一週四天（星期二至星期五），協助大同國中泰雅文化課程發展

與其他實驗教育相關事務。自 111學年度課程相關業務進行的部分。

每週一固定參與本中心助理工作會報，每週二、五至南山國小協助

族語教學工作，每週三、四主要協助大同國中八年級(gaga 家庭與編

織)泰雅文化課程協同工作： 

(1) 參與泰雅文化課程準備、協助課程進行、紀錄與實驗計畫相關之

事項，及協助辦理校內教師增能培訓課程等工作。另亦協助該校

提出之工作需求，如課程影像紀錄、照片紀錄的歸檔與整理等 

(2) 常態性工作： 

A.泰雅文化課程共備 

B.泰雅文化課程協同教學 

C.族語教學及課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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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族語文本閱讀 

(3) 協助辦理「泰雅青年文化場域落成啟用儀式」，場域布置、儀式

物品準備等相關籌備工作事項。 

(4) 教師增能研習規劃： 

A. 暑期：7/7製作魚筌；7/8羅馬縱走；7/14放置魚筌；7/15製

作杯墊；7/19收魚筌；7/20-7/22藤編製作；7/26中教大民族

教育研習；8/9-8/10弓箭製作；8/17-8/19台東多元族群交流

教師研習；8/23-8/24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交流暨教師及助理研

習。 

B. 例行性的族語文本閱讀課程(每週四第 4節)。 

(5) 協助學校活動進行：大同國中 6/13小米收穫 kmluh 儀式，並協

助事前準備(祭品準備、儀式進行、小米收穫進行、場地復原)；

南山國小 8/26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揭牌儀式，並協助事前準備(場

地佈置、活動進行、場地復原)；大同國中 8/31青年學習場域啟

用儀式，並協助事前準備(祭品準備、儀式進行、場地復原)；南

山國小 10/16宜蘭縣原住民族戲劇競賽(社會組)，並協助事前準

備(族語劇本翻譯、族語指導、演出)，榮獲宜蘭縣原住民族戲劇

競賽社會組第一名，12月中旬代表宜蘭縣參與全國賽。 

(6) 大同國中駐校助理王柏宗因具族語教學能力，本學期亦至南山國

小協助族語教學與相關活動(每週二、五)。 

A. 擔任每週二、五共 12節的族語課程授課老師，並協助指導及

規劃相關族語競賽、校內族語活動。 

B. 11/08東華協作中心族語課程試教觀課及課後討論。 

C. 文化課程的族語諮詢：老師在文化課程備課時，需確認相關族

語詞彙、語句時，協助備課老師族語諮詢，並提供備課之建議。 

 協助中心業務部分： 

(1) 族語觀課：111/12/30上午進行族語課程試教觀課及課後討論。 

(2) 文化觀課：111/12/30下午進行文化課程試教觀課及課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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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蘭縣南澳鄉武塔國民小學 

 駐點學校協作工作： 

東華協作中心原助理歸呈仰自 108年 3月到職並於 111年月 8月

31日離職。由助理車蓉自 111年 9月 14日起至今，一週四天（星

期二至五），協助武塔國小實驗期課程發展與其他實驗教育相關

事務。每週一固定參與本中心助理工作會報。 

 課程相關業務進行： 

參與文化課程準備、協助課程進行、紀錄與實驗計畫相關之事項、

彙整每月課程實施觀課記錄表，以及協助辦理教師增能培訓課程

等工作。另亦協助該校提出之工作需求，如會議記錄、影像、照

片紀錄的歸檔與整理、會議簡報製作等。 

以下簡要歸納工作執行項目：  

(1) 常態性工作：協助課程進行與影像紀錄、各季觀課紀錄表彙整、

參與教案修正研習與紀錄。 

(2) 教師增能研習規劃，111年 8月份辦理縣外實驗學校參訪至高雄

巴楠花、屏東賽嘉、地磨兒小學參訪。 

(3) 參與主題式課程發展研習。 

(4) 影像剪輯工作：雲端科展影片、課程實施影片、山野教育影片、

泰雅文化學習場域營造計畫、成果展分享影片。 

 協助中心業務部分： 

(1) 族語觀課：於 111/12/23上午在武塔國小進行族語教學公開觀

課。 

(2) 文化觀課：於 111/12/23下午在武塔國小進行文化課程觀課暨

課後討論。 

(3) 期中訪視：於 111/12/28下午在武塔國小進行實驗教育計畫期

中訪視。 

3.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民小學（於 111年 8月由籌備期進入實驗期） 

 駐點學校協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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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協作中心助理林欣怡 Sako Tero自 110年 7月起至今一周四

天（星期二至五），協助南山國小籌備期課程發展與其他實驗教

育相關事務。 

(1) 參與文化課程準備、協助課程進行、紀錄與實驗計畫相關之事

項，以及協助辦理教師增能培訓課程等工作。另亦協助該校提

出之工作需求，如會議記錄、影像、照片紀錄的歸檔與整理、

會議簡報製作等。 

(2) 常態性工作： 

A. 民族教育課程教材教具準備 

B. 民族教育課程協同教學 

C. 民族教育課程共備 

(3) 協助辦理「111年度原住民青少年文化成長體驗營」校際交流

活動，課程內容安排、講師聯繫、成果報告的及相關行政業務。 

(4) 協助辦理「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民小學原住民實驗教育 llaqi 

Pyanana民族實踐教育正式執行寄傳統家屋揭牌儀式」相關行

政業務。 

(5) 教師增能研習規劃： 

A. 8/23-8/24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交流暨教師及助理研習 

B. 11/30民族教育課程共備研習 

C. 教師精進研習課程安排、研習紀錄、成果報告及相關行政業

務。 

 協助中心業務部分： 

(1) 族語觀課：於 111/11/08在南山國小進行族語課程試教觀課及

課後討論。 

(2) 文化觀課：於 111/11/09在南山國小進行文化課程試教觀課及

課後討論。 

(3) 期中訪視：於 111/11/09在南山國小進行實驗教育計畫期中訪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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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宜蘭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訪視工作之協作 

本學期宜蘭地區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已辦理共計 2場次訪視座談會

議。訪視會議之後，將整理委員提出之意見表發文至各學校。 

1. 已於 111年 11月 9日偕同宜蘭縣實驗教育中心辦理「111學年

度第一學期宜蘭縣南山國民小學訪視座談會議」。 

2. 已於 111年 12月 28日偕同宜蘭縣實驗教育中心辦理「111學

年度第一學期宜蘭縣武塔國民小學訪視座談會議」。 

(三) 原住民族語課程與文化課程教學之協作 

業已辦理 3場族語課程觀議課（南山國小 11/8、武塔國小 12/23、

大同國中 12/30）及 3場文化課程觀議課（南山國小 11/9、武塔

國小 12/23、大同國中 12/30），觀議課之後，將整理委員提出之

意見表發文至各學校。 

(四)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計畫之協

作： 

有關南澳高中原住民族教育實驗班部分，相關協作內容如下：因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活動較多，故無辦理講座活動。本中心將

於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協助學校實驗班辦理 1至 2場講座，其

講座主題則依學校需求進行安排，並期待學生透過多元課程主題

的認識及參與，提升學生對於文化課程及知識有一完備的學習發

展。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公辦公營之實驗學校能自主招聘符合學校特定教育理念之新進教

師，提請審議。（提案委員：曹天瑞、陳香英、胡文聰） 

說  明： 

一、 目前宜蘭縣公辦公營之實驗學校無法像公辦民營之實驗學校，在開

辦之初得以將不願接受實驗教育之教師藉由專案安置的方式介聘到

其他學校，然後自行招考符合學校特定教育理念的教師，因此學校

師資得以換血，推動實驗教育自然順暢許多。 

二、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26條第 1項第 1款，各級學校教師之

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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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除依法令分發者外，由校長就經公開甄選之

合格人員中，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聘任。 

因此，由學校招聘符合學校特定教育理念的教師，完全合乎法規規

範。 

三、 考量目前縣內公辦公營之實驗教育學校，大多都位處偏鄉地區，優

秀教師招募不易；且學校教師年資半數以上均已碰頂並陸續退休，

若能藉此趨勢由學校招聘符合學校特定教育理念的教師，對於公辦

公營實驗教育學校師資換血與充實，勢必有相當大的助益。 

四、 聘請教育理念相符教師加入公辦公營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能落實實

驗教育理念；較能熟悉實驗教育課程的架構與內容，能規畫與設計

出符應實驗教育特色的課程與教學。 

辦 法： 

一、 縣府辦理新進教師甄選應增加實驗教育組： 

第一階段：縣府統一聯合筆試，擇優複試，且初試不計分 

第二階段：回到各校辦理複試並決定考生成績優先順序 

第三階段：縣府統一公告錄取名單 

二、 若縣府當年度未辦理新進教師甄選時，開缺的公辦公營之實驗教育

學校自辦新進師資甄選。 

研復意見： 

一、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

學校教評會辦理公開甄選時，得經決議成立甄選委員會或委託主管

機關辦理。 

二、 有關提案之辦法一，本府錄案研議規劃。 

三、 有關提案之辦法二，以委託私人辦理學校自辦教甄本府核定程序為

例，學校教評會通過後，學校將擬辦理簡章草案(包含擬開缺名額及

擬開缺類科等)函報本府，本府核定後辦理。 

四、 學校教師缺額，除新進教師甄選外，亦可透過縣內介聘、縣外介聘、

提報公費生或短期教師交流等機制，甄補需求專長教師。 

五、 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暨公立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作業實施要點第 4點

第 3項規定，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學校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

經本府核准自辦教甄選聘任之編制內正式教師者，僅限申請委託私

人辦理實驗教育學校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之第一階段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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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錄案研議，相關程序與細節另做討論。 

案由二：大同國中校務發展計畫，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23條第5項及「宜蘭縣國民中

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第11點第2項辦理。  

二、 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3條第 5項：公立學校辦理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校長之遴選、聘任程序，由各該主管機關依

實際需要另定之；校長辦學績效卓著，其校務發展計畫經實驗教育

審議會通過，並經各該主管機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得不受連

任一次之限制。 

三、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之等第為優等以上者，校

務發展計畫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核通過，並經校長遴選委員會同

意，於同一學校得連任第二次。 

四、 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評鑑辦法」辦理 109學年度實驗教育學校

評鑑，大同國中評鑑等第為「優良」（最佳等第）。  

五、 本案若經審議會通過，再經本縣 112年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胡校

長得於大同國中連任第二次，不受「國民教育法」第 9條第 2項「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之限制。  

決 議： 

一、 本案修正後通過，請業務單位協助胡校長文聰計畫修正事宜，並於

修正計畫通過後將結果提送校長遴選委員會。 

二、 請依據委員意見進行修正，並於 112 年 2 月 3 日（週五）前函送修

正計畫至本府，俾利後續行政作業，委員建議如下： 

(一) 請依據該校實驗教育計畫書並參照校務發展計畫格式進行修正。 

(二) 校務發展計畫中封面應採正式學校名稱為宜，爰「宜蘭縣 llaqi 

na llyung Mnibu ta Tayal 民族實驗國民中學」字樣建請刪除。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