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9 年東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領袖培育營活動計畫書 

一、 緣起 

為培育原住民族領袖人才之領導與統御(溝通協調)能力，故藉由深入探訪部落

文化，喚起原住民族學生對自身族群文化認同之意識，特辦理此營隊。 

二、 依據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教育部函臺教綜(六)字第 1080029013 號，同意補助

本校 109 年大專校院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申請案。 

三、 活動目的 

(一) 促進宜、花、東區原住民族學生情感交流，建立東區青年交流學習、互 

助共享之網絡。 

(二) 藉由培力課程提升原住民族大專生優秀青年之領導與溝通能力。 

(三) 提供東區大專校院原資中心學生，探訪 Kasavakan(建和)部落，進一步理

解這片土地上自然與人文故事。 

四、 報名資格條件 

(一) 以就讀設置有原資中心之宜花東地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班級或社

團幹部優先。) 

(二) 就讀宜花東地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及全台專科學校原住民族學生。

(班級或社團幹部優先) 

(三) 上述條件學員人數未達 30人時，始開放名額予現就讀各大專校院之學生

(不限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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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員人數：錄取學員共計 30 人。 

六、 活動期程 

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宣傳暨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5 日中午 12 時止 

書面審查名單 108 年 7 月 15-16 日 

公告遴選結果 108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7 時 

七、 活動報名 

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止(限額 30 人，額滿即止)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8GxDKy 

八、 活動洽詢 

國立臺東大學(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專線：089-341190  

手機：0988-661316 潘先生。 

九、 申請應備文件 

(一) 活動報名表。 

(二) 班級或社團幹部證明。 

(三)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 

十、 遴選與錄取公告 

(一) 錄取名單將於 109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7 時於東區區域原資中心官網、臉

書、IG 等平台統一公告，公告同時將寄發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錄取之學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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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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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參與學員權力與義務 

(一) 學員須全程出席，並配合主辦單位各項事宜。 

(二) 活動食宿、交通費全免(交通補助臺灣本島部分以台鐵票價為主)。 

(三) 參與學員應於活動結束後 15 日內繳交活動心得(至少 150 字)。 

(四) 同意將個人資料(含活動心得)建置於主辦單位資料庫，並依個資法範圍

內做後續使用及處理。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活動報名及活動期間應遵守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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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 

2. 為確保參加學員安全，活動期間嚴禁擅自脫隊行動、進行任何夜間娛樂

性(夜遊、外出唱歌等)活動。 

3. 活動期間嚴禁吸菸、飲酒、嚼檳榔等行為，夜間請勿打擾當地居民安寧。 

4. 為響應環保，主辦單位不提供餐具與紙杯，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水壺

及個人相關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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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大多為戶外，請各學員穿著輕便服裝及舒適鞋子，部落鄰山，建議

攜帶防蚊液及防曬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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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屬實者，將取消本次培育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7. 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活動則順延一周舉行。 

8. 本活動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主辦單位規定或相關會議決議辦理。同時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變更之權利。 

 

(二) 交通資訊： 

去程： 

7/23 火車時刻表 

車次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太魯閣 402次 台北車站  06:14 知本車站  10:14 

太魯閣 402次 宜蘭車站  07:21 知本車站  10:14 

太魯閣 402次 花蓮車站  08:22 知本車站  10:14 

回程： 

7/25 火車時刻表 

車次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太魯閣 441次 知本車站  17:25 花蓮車站  19:17 

自強號 439次 台東車站  17:05 宜蘭車站  20:35 

太魯閣 441次 知本車站  17:25 台北車站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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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部落多功能聚會所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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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活動行程 

109年 7月 23日 (星期四) 

時間 課程/活動 地點 備註 

10:30-11:00 報到集合 知本火車站 有專車接駁 

11:00-11:20 前往部落 
Kasavakan 

(建和)部落 
 

11:20-12:00 
行李放置 

合力搭建 
山上露營區 搭建露營帳篷設備 

12:00-13:30 午餐 山上露營區 部落草地便當 

13:30-14:30 惺惺相惜 山上露營區 學員互相交流 

14:30-15:00 分組幹部 山上露營區 學員分組並選出幹部 

15:00-16:00 部落簡介 多功能聚會所 講師 1位 

16:00-17:30 部落導覽 
Kasavakan 

(建和)部落 

導覽員 3位 

17:30-18:00 回露營區 山上露營區 2台車輛接送 

18:00-19:30 晚餐 山上露營區  

19:30-20:30 部落分享 山上露營區 
邀請 2-3位 Musavak哥們

一同分享 

20:30 盥洗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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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7月 24日 (星期五) 

時間 課程/活動 地點 備註 

08:30-09:00 起床盥洗 山上露營區 鹿角村早餐 

09:00-09:30 行李收拾 山上露營區 帳篷拆卸 

09:30-10:00 前往民宿 check in 
Kasavakan 

(建和)部落 
放置行李 

10:00-11:00 講座 民宿 講師 1位 

11:00-12:00 
建和文建站 

銀青共學 
文化健康站 

族語共學 

12:00-13:30 午餐 多功能聚會所 部落小吃 

13:30-15:00 知本部落導覽 
Katratripulr 

(知本)部落 

導覽員 2位 

15:00-16:00 部落階級 
Katratripulr 

(知本)部落 

講師 2位 

16:00-17:30 
鹿寮基地 

實踐場域 
鹿寮 

薩法克有限公司 

17:30-18:00 休息 民宿  

18:00-19:00 晚餐 民宿 自助 buffet 

19:00-20:30 藤編課程 多功能聚會所 講師 2位 

20:30-22:00 青年之夜 民宿 邀請青年幹部 

22:00 盥洗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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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7 月 25 日 (星期六) 

時間 課程/活動 地點 備註 

08:30-09:00 起床盥洗 民宿 早餐 

09:00-10:00 部落行銷講座 多功能聚會所 講師 1 位 

10:00-11:00 國外交流講座 多功能聚會所 講師 1-2 位 

11:00-12:00 計畫撰寫 多功能聚會所 創造機會 

12:00-13:30 午餐 多功能聚會所 部落草地便當 

13:30-14:30 雕刻上漆 
Kasavakan 

(建和)部落 
幹部帶領學員 

14:30-15:30 手作編花環 
Kasavakan 

(建和)部落 

老師 2 位 

15:30-16:30 心得分享 
Kasavakan 

(建和)部落 

所有學員分享心得 

16: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