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10學年度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原住民生活體驗育樂營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 10月 2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128908 號令修正「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 

      二、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3月 4日桃教小字第 1100015713 號函辦理。 

      三、桃園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貳、目標 

      一、增進原住民文化、環境與人文特徵之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之觀念。 

二、提升原住民活動興趣，激發學生愛家、愛鄉、愛國情操。 

三、擴充孩子的生活經驗，拓展孩子的文化視野。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僑愛國民小學（電話：3801896#210）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桃園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桃園市原住民

族部落大學、優遊吧斯鄒族文化部落 YUYUPAS Cultural Park、阿里山國家森

林遊樂區管理處 

肆、實施要點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活動日期 民國 111 年 7月 12、13日(星期二、三) 

活動地點 

1.優遊吧斯鄒族文化部落 YUYUPAS Cultural Park(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4鄰

127-2號) 

2.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嘉義縣阿里山鄉 59號) 

3.奮起湖風景區(嘉義縣竹崎鄉) 

參加對象 
1.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原住民籍四、五年級學生。 

2.每校名額不限，共錄取 60名，如報名人數超過則各校平均分配。 

前往方式(上下

車時間及地點) 

1.去程：111年 7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7：00僑愛國小(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

214 號)前庭集合(因路途遙遠，請準時集合)。 

2.回程：111年 7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8:00，於僑愛國小下車。（若遇塞

車或其他因素影響，超過原訂時間，請耐心等候） 

五、自備物品 

1.隨身背包、健保卡、防蚊液、防晒油、自用藥品、帽子、輕便雨衣、水

壺…等。 

2.請著球鞋、輕便衣服及薄外套。 

六、費用 本活動所需經費由市府全額補助，學生免費參加。 

七、報名日期

及方式 

採網路報名及紙本報名表回傳方式，說明如下:  

1.即日起至 111年 6月 24日（五）下午 4：00前，完成線上報名及報名表紙本

家長及學校核(簽)章後回傳至僑愛國小教務處(傳真電話 3906990)。 



2.線上報名及報名表簽章回傳均完成方報名成功，逾時則取消錄取資格，由備

取人員依序往前遞補。 

3.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UH5fAQrtfPyNmTmz8 

4.錄取名冊於 111年 6 月 27日(一)16:00前公告於本校網站 

5.此次報名為兩天的行程，不得分開報名。 

6.因本案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市防疫專案會議指示，滾動式評估

及調整，爰請貴校隨時留意防疫最新規範及本案調整措施。(可上本校網站

查詢相關訊息) 

八、課程內容 詳如課程表（附件二） 

九、防疫注意

事項 

1.參加學員統一於本校大門入口處由工作人員實施體溫量測及酒精消毒，並請

全程配戴口罩。 

2.參加學員如於活動當日經體溫量測額溫達攝氏 37.5度以上，則請家長帶回，

一律禁止參加活動。 

3.若參加學員，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實施對象之「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自主防疫」、「自主健康管理」，一律禁止參加活動。 

伍、預期成效 

一、藉此活動激發原住民的下一代對自我傳統文化的欣賞與學習，進而自我認同。 

二、藉由專業的師資學習原住民傳統藝術，實做與經驗的分享，共同投入尋根之旅，發現及

創新原住民傳統藝術之美。 

三、融合各個族群文化與認知，凝聚原住民共識，達到文化交流，互相學習之目的。 

陸、工作人員:請准予工作人員公假辦理。 

柒、獎勵： 

一、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及「桃園縣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勵要點」辦理。 

二、本計畫為辦理學生二天之活動，所需參與之工作人員為數眾多，請准予核給嘉獎乙次計 5

人，獎狀乙張共 5人之獎勵。 

捌、本計畫經陳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TO：僑愛國小教務處（Fax：3906990） 

桃園市 110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原住民生活體驗育樂營報名表 

    完成線上報名後，可將本報名表列印、簽名、核章，於 111年 6月 25日（五）下午 4：00前

傳真至僑愛國小(Fax：3906990)，逾時則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人員依序往前遞補。 

就讀學校             （區）           國小      餐點: □ 葷食    □素食 

就讀年級 

(110 學年度) 
□四年級   □五年級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身份證字號  家長姓名  

族別 
□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達悟族) 

□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 

住址 
市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參加桃園市 110 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原住民生活體驗育樂營，
並遵守一切規定參加學習，學生往返集合地點，本人願親自接送，以維護安全。此致 
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民小學 

                                  學生家長：                     （請務必簽名） 

緊急聯絡電話：住家：                 

手機：                         關係：（父、母、其他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                    處室主任：                     校長： 

 

※報名須知：（請各校負責老師確實向參加學生說明以下事項，並影印給學生） 

1、請參加活動的學生自行攜帶:口罩(數個)、隨身背包、健保卡、防蚊液、防晒油、自用藥品(如暈

車藥)、帽子、輕便雨衣、水壺…等，請著球鞋、輕便衣物及薄外套。 

2、上下車時間及地點: 

   (一)去程：1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7：00僑愛國小前庭集合(因路途遙遠，請準時集合)。 

   (二)回程：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8：00於僑愛國小下車。（若遇塞車或其他因素影 

            響，超過原訂時間，請耐心等候） 

3、本活動所需經費由市府全額補助，學員免費參加。 

4、本活動聯絡人：僑愛國小教務主任張淑卿 03-3801896#210、0928-563-081 

                          教學組長張素華 03-3801896#214、0988-727-194 

5、因本案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市防疫專案會議指示，滾動式評估及調整，爰請隨時留 

    意防疫最新規範及本案調整措施。(可上本校網站查詢相關訊息) 

※防疫注意事項: 

1、參加學員統一於本校大門入口處由工作人員實施體溫量測及酒精消毒，並請全程配戴口罩。 

2、參加學員如於當日經體溫量測額溫達攝氏 37.5度以上，則請家長帶回，一律禁止參加活動。 

3、若參加學員,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實施對象之「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

主防疫」、「自主健康管理」，一律禁止參加活動。  



附件二 

桃園市 110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原住民生活體驗育樂營活動課程 

第一天行程 111年 7月 12日(二)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備註 

07:00-07:20 集合出發 僑愛國小校門口集合 
 

07:20~12:00 國道風光 沿途介紹國道景色 
途中休息 1-2站

休息站~ 

12:00~13:00 午餐 鄒族部落特色風味餐廳午餐 
 

13:00~13:30 
優遊吧斯~鄒族文化部

落導覽 

鄒族語 yuyupus，意涵著四季富

有、內心富足，擁有—顆喜樂、善

良、分享及平安的心。 

體驗茶鄉故事與人文之旅。 

 

13:30-15:30 認識鄒族文化 

傳統服飾民族舞蹈表演、小米豐收

祭、重現部落民族採茶或打獵生態

的歌舞、原住民歌曲與舞蹈創作演

出等 

地點:茅達諾劇場 

15:00-17:00 部落特色 DIY活動 手工項鍊  

17:00-18:00 晚餐   

19:00~20:00 獵人之夜 廣場 
 

20:00~21:00 盥洗就寢   

第二天行程 111年 7月 13日(三)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備註 

04:30-06:30 起床觀日出 搭小火車觀日出  

06:30-07:00 早餐 飯店享用早餐  

07:30-11:30 參觀阿里山風景區 生態巡禮、探訪山林  

11:30-13:00 午餐 奮起湖餐廳享用奮起湖便當  

13:00-14:00 認識奮起湖 奮起湖風景區的老街和鐵道導覽 

 

 

14:00-18:00 回程 返回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