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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慈濟科技大學   校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電    話：（03）8572158 

校 長 姓 名 ：羅文瑞        電話：（03）8572158 轉 2301 

業務主管姓名：李春蓓        電話：（03）8572158 轉 2462 

承 辦 人姓名：吳雨蓉        電話：（03）8572158 轉 2353 

制式別 

項目 五專部 四技部 二技部 
進修部

二技 

進修學

院 

二技 

研究所 
合 

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班級數  5 5 5 5 5 8 7 7 6 3 3 1 1 1 1 1 1 65 

學生 

總數 
263 249 241 236 275 362 280 310 279 147 132 62 61 39 21 8 19 2984 

原住民

學生數 
116 119 109 117 126 39 40 27 34 10 6 27 27 3 6 0 0 806 

教 職 

員工數 

310人 

註：1.人數統計以 105年 10月在學人數為基準。 

    2.延修班班級數及人數皆附屬於最高年級之班級數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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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執行情形統計                                單位：元 
 

執   行   項   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 

百分比 

 
備註 

１、配合鄰近或當地原住民文化及

區域產業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課

程，培育各類專技人才。 

271,007 242,453 89.46% 

  

２、辦理各校與職訓中心或事業單

位建教合作，加強技能專精訓練，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116,165 112,465 96.81% 

  

３、成立原住民社團，辦理生活、

課業輔導與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

活動，或辦理原住民人才返鄉輔導

講座。 

952,530 1,211,108 127.15% 

  

４、辦理原住民學生就業參觀活

動，認識企業工作信念與態度，及

不同文化工作觀。 

0 0 0.00% 

  

５、開辦原住民傳統文化、技藝選

修課程或學分班，並加強教師在職

進修研習。 

126,997 127,208 100.17% 

  

６、建置及維護原住民民族技職教

育網站，提供網路學習資源，人才

資料庫與就業、考照及升學等相關

資訊。 

0 0 0.00% 

  

７、分區選定原住民中心學校，辦

理原住民文化講座、深耕研習、技

藝能力及作品展覽、樂舞創演等相

關活動，促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育

發展，並配合評鑑輔導。 

0 0 0.00% 

  

８、推展各校教育特色，充實其相

關教學設備及設施（資本門）。 
709,412 726,300 102.38% 

  

總     計 
2,176,111 2,419,534 111.19%   

105年上半年度教育部補助經常門金額: 650,000 元 學校配合款:278,697 元 

105年下半年度教育部補助經常門金額: 596,694 元 學校配合款:167,852 元 

105年度教育部補助資本門金額: 603,000元 學校配合款:12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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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5年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         
成果明細表 

                                                                                             

目標與績效指標 

(  105 年 2月-106年 1月 )辦理情形 
執行要項 

(上、下)半年 

績效達成情形 

1、配合鄰近或當地原

住民文化及區域產業

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

課程，培育各類專技人

才。 

 

◎配合地區產

業特色培訓專

業人才：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獎助

464 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獎助

473 人。 

◎原住民族語

教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教師 2

人，學員 50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教師 4

人次，學員 102

人。 

 

 

 

◎配合地區產業特色培訓專業人才：配合花蓮地區
護理人員需求並照顧原住民學生，本校 85學年

度起每年招收五專護理科原住民專班 50人，至
100學年度起增加為 100名。凡經審查符合原住
民獎助生獎助條件的五專學生，其學雜、住宿、
伙食、實驗、實習交通、制服、教科書等費用，

以及每月零用金 3,000至 5,000元，均由慈濟基
金會提供。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獎助人數：433人，追朔上
學期者 31人，共計 464 人。獎助金額新台幣：
1,239萬 4,715元。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獎助人數：452人，追朔上
學期者 21人，共計 473 人。獎助金額新台幣：
18,76萬 3,481元。 

原住民族語教學：提供學生學習族語，以便運用於

生活及醫院實習中。 
104學年第 2 學期: 
  五專選修通識開設課程「太魯閣族語與文化」，
授課老師張永晃老師(太魯閣族)修課人數 50
人。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五專選修通識開設課程「阿美族語與文化」，

授課老師-林茂德老師(阿美族)修課人數 41
人。(教卓計畫) 

（2）105 年 12 月 20 日辦理太魯閣族基礎醫護用
語，講師為張永晃老師(太魯閣族)，師生共計
18人參加。 

（3）105年 12 月 20日辦理布農族基礎醫護用語，
講師為瑪芽‧巴拉拉菲老師(布農族)，師生共
計 18人參加。 

（4）105年 12 月 22日辦理阿美族基礎醫護用語，
講師為林茂德老師(阿美族)，師生共計 25人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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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各校與職訓中

心或事業單位建教合

作，加強技能專精訓

練，提升學生就業能

力。 

 

建教合作: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單位

15所以上、實習

人數共計 128人

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習單位

24所以上、實習

人數共計 249人

次。 

證照輔導: 護

理科原住民畢

業生考照輔導

專班授課老師

27人次，學員人

75人。 

建教合作: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護理系：花蓮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台北慈

濟醫院、台中慈濟醫院、門諾醫院、門諾醫院壽

豐分院、國軍花蓮總醫院、衛福部玉里醫院、花

蓮市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新城鄉衛生所、壽

豐鄉衛生所、秀林鄉衛生所、衛福部花蓮醫院、

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共計 127人次。 

◎醫管系：門諾醫院共計 1人次。 

◎醫放系、行管系、科管系本學期無實習。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護理系:花蓮慈濟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

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

醫院、門諾壽豐分院、衛福部玉里醫院、花蓮市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秀林鄉衛生所、新城鄉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壽豐鄉衛生所、門諾護

理之家、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衛福部花蓮醫

院、汐止國泰醫院。共計 242人次。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台大醫院，共計 1人。 

◎行管系：蜂之鄉有限公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花蓮慈濟醫院、財團法人花蓮縣生活與創意文

化藝術基金會、花蓮縣花蓮市公所、昆山金大化

纤科技有限公司、蘇州慈濟門診部有限公司，共

計 6人次。 

證照輔導: 

  105年 4月 11日至 6月 17日開設護理科原住民

畢業生考照輔導專班，授課老師 27人，上課時

數為 112小時，學員 75人。 

3、成立原住民社團，

辦理生活、課業輔導與

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

活動，或辦理原住民人

才返鄉輔導講座。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輔導原

住民社團辦理

活動 1場次，師

生參與人數共

計 112 人次。 

◎ 社團輔導： 

  105年 6月 7日至 8日由原住民青年服務社辦理

原住民美食展，師生共 61名參加。6月 7日舉辦原

住民趣味競賽，共計 5隊參賽，含工作人員共計 51

名參加。將原住民文化設計融入競賽中，如競賽關

卡--「原豬原味」帶入狩獵文化、「一網打盡」補

魚文化、「與你相芋」芋頭採收、「原識英雄榜」

原住民文化認識等關卡設計，用趣味競賽方式讓師

生體驗並認識原住民文化特色。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1.課業輔導:參

與教師人數

31 人次，參加

◎課業輔導:本校針對各系重點科目規劃輔導課  

程，另外並針對期中考成績低落之學生進行補救

教學，聘請老師及輔導小老師協助，提昇原住民

學生之學業成就。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開

設課業輔導 23班，授課教師 31人次，參加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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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549 人

次；小老師人

數 70 人次，

被輔導學生

人數共計 126

人次。 

2.生活輔導參

與 人 數 406

人。 

3. 生涯規劃講

座，參與人數

266 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1.課業輔導:參

與教師人數

32 人次，參加

學生 750 人

次；小老師人

數 99 人次，

被輔導學生

人數共計 223

人次。 

2.生活輔導:參

與 人 數 625

人。 

3. 生涯規劃講

座辦理 2 場

次，參與人數

427 人。 

549 人次；輔導小老師 70 人次，被輔導學生共

126人次，輔導總時數 499小時。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開設課業輔導 19班，授課教師 32人次，參加學

生 750人次；輔導小老師 99人次，被輔導學生

共 223人次，輔導總時數 716小時。 

◎生活輔導：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 年 3 月 1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

共計 406 人參加。 

◎生涯規劃輔導： 

105 年 6 月 2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國議

廳辦理 105年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

畫「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母語創作的音樂

夢田」，講師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阿美族），

師生共計 266 人參加。(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計畫)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105年 9 月 13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智慧樓第

二會議室辦理「全校原住民新生輔導座談會」，

師生共計 119 人參加。 

（2）105年 9 月 21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

共計 506 人參加。 

◎生涯規劃輔導： 

（1）105年 10月 2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 樓

國議廳辦理「教育部推動 104學年度原住民重

點學校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花蓮區原住

民學生生涯規劃--教你選對方向，走對路」，講

師為蔡群瑞老師，師生共計 362人參加。 

（2）105年 10 月 15日至 10月 16日於布農族鸞山

部落森林博物館參訪及台東布農部落文教基金

會辦理 105 年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

夥伴聯盟計畫－－太陽之子原住民族文化體驗

營及職涯規畫講座，東區大專院校師生共計 65

人參加。(105年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

力夥伴聯盟計畫) 

原住民傑出人

士到校演講：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辦理 2

場次，師生共計

邀請原住民傑出人士到校演講或座談：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年 5 月 2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

辦多元文化講座「海稻米的願望」，主講者為舒

米．如妮(阿美族)，師生共計 332 人參加。 

（2）105年 6 月 2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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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人參加。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共辦理 2

場次，師生共計

696 人參加。 

「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母語創作的音樂

夢田」，主講者為講師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阿美族），師生共計 266人參加。(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105年 11 月 1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與圖書館聯合舉辦教學卓越計畫「105

年駐校耆老系列活動－多元講座：編織傳統新

織路」，講師為許美珠耆老與張阿美耆老(太魯

閣族)，全校師生共計 320人參與。 

（2）105 年 10 月 5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多元文化講座－－祖靈的叮嚀」，

講師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阿美族) ，師

生共計 376 人參加。 

 原住民社區服

務：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 5 場

次，工作人員合

計 198 人次，服

務人數合計 415

人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共計 5場

次，工作人員合

計 188 人次，服

務人數合計 203

人次。 

◎原住民社區服務：鼓勵學生社團有效運用醫護專

長與相關資源，參與帶動中小學社團及文化推廣

活動，提供學員健康相關知能與文化涵養，期能

奠定個人健康生活型態、提供其家庭或社區健康

訊息，進而提高社區整體健康。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年 5 月 14日至 5月 15日慈青社於佳民國

小辦理「幸福綠芽體驗營」原住民社區服務，

活動內容為: 尊重父母、師長、朋友、尊重生

命、基礎衛教。工作人員共 65 人，學員共 55

人。 

（2）105年 5 月 21日天主教同學會於瑞穗天主堂、

瑞穗國小辦理「Naluwan  E起跑跳碰」原住民

社區服務，內容為衛生教育、趣味競賽、大隊

接力，希望參與的同學們能在遊戲當中學習團

隊活動與精神，培養團隊默契！工作人員共 15

人，學員人數共 200人。 

（3）105年 5 月 21日至 5月 22日幼獅社於志學國

小辨理「小丸子上學趣」原住民社區服務，內

容為衛教課程、環保教育、團康活動，工作人

員 40人、學員 17人。 

（4）105年 5 月 28日至 5月 29日紫錐花社於瑞穗

國小辨理「拒毒萌芽反毒宣導」原住民社區服

務，宣導毒品、菸、愛滋病的正確知識及觀念、

以及有趣的團康活動。工作人員 30 人，學員

47人。 

◎護理系： 

（5）原住民護理人文體驗營：  

    105 年 04 月 09 日至 105 年 04 月 10 日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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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舉辦為期2天1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護理

我當家，學員為全國 28所國中，課程內容包含

新生兒沐浴、孕婦體驗、老人體驗、酒駕體驗、

包紮固定、CPR，一共 6種課程。學員們在兩天

的課程及遊戲中學習到豐富的護理知識，了解

慈濟人文的特色，並期許自己在未來的路上能

把護理成為升學方向之一。活動參與工作人員

48位，參與學員共 96位。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原住民社區服務： 

（1）105年 12 月 17日天主教同樂會於台東史前博

物館、比西里岸部落及宜灣教堂辦理「Naluwan  

E起訪部落」，主要參與人員為鳳林堂區與富田

堂區的小朋友們，活動內容主要為探索台灣原

住民族傳統文化以提升小朋友們的文化素養及

傷口護理衛教課程。工作人員共 15 人，學員共

28人。 

（2）105年 12 月 17日至 12月 18日幼獅社於富里

國小舉辦「探險活寶尋寶記」原住民社區服務，

主要內容為燙傷該處裡、傷口包紮、交通安全

等。工作人員 39人，學員 35人。 

（3）105年 12月 17日至 12月 18日慈青社於佳民

社區舉辦「幸福綠芽體驗營」原住民社區服務，

活動內容為:短劇、孝親體驗、廢物利用、團康

遊戲等課程。工作人員 52人，學員 49人次。 

（4）105年 11 月 17日紫錐花社於台灣史前博物館

辦理「拒毒萌芽反毒親子宣導暨原住民文物認

識-LINE 家族大集合之我要向前衝」原住民社

區服務，這次的活動主要是讓小朋友了解毒品

及菸的危害，還有認識原住民文化及卑南文

化，中間還有有獎徵答，讓小朋友踴躍發言，

以及彩繪 DIY陶製杯墊，讓原鄉學員體會自己

的原住民文化是多麼的被重視及重要，對於提

升民族自信多有助益。工作人員 31 人，學員

22人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護理系： 

（5）護理人文體驗營-腦筋急轉彎：105 年 12月 10

日至 11日於慈濟科技大學辦理，人文營裡包含

傷口化妝、傷口包紮、老人體驗、孕婦體驗、

新生兒沐浴等五堂體驗課程，使學員可在課程

中啟發未來對護理的熱忱，透過每堂課講師的

精心準備與介紹，希望能讓學員了解護理的奧

妙。。工作人員共有 51人，學員 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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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開辦原住民傳統文

化、技藝選修課程或學

分班，並加強教師在職

進修研習。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傳統技藝課

程共計辦理 2

場次，參加總

人數 60人。 

◎原住民文化

推廣活動共

計辦理 4 場

次，參加總人

數 750人。 

10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傳統技藝課

程共計辦理 2

場次，參加總

人數 38人。 

◎原住民文化

推廣活動共

計辦理 7場

次，參加總人

數 1855人。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 

（1）105 年 4 月 30 日於花蓮縣豐濱鄉項鍊海岸工

作室辦理教學卓越計畫「阿美族傳統木雕工藝

研習營」，師生共計 30人參加。 (教卓計畫) 

（2）原住民族傳統織布課程，授課老師胡俊傑老師

(太魯閣族)修課人數 30人。 

◎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5 年 3 月 29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國議廳舉

辦多元文化講座－－太陽的孩子，播放影片「太

陽的孩子」為改編自花蓮港口部落阿美族舒

米．如妮復耕海稻米之真實故事，師生共計 353

名參加。(教卓計畫) 

（2）105 年 5 月 25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國議廳舉

辦多元文化講座「海稻米的願望」，主講者為舒

米．如妮(阿美族)，師生共計 332 人參加。 

（3）105年 6 月 4日於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辦理奇

美部落文化體驗營」，師生共計 25 人參加。 

（4）105年 6 月 25至 6月 27日於宜蘭縣南澳鄉武

塔村辦理三天二夜之武塔部落文化體驗營，師

生預計 40 人參加。(教卓計畫)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 

（1）105年 10 月 24日至 11月 11日辦理原住民舞

蹈研習營第一梯次，講師為李春蓓老師(阿美

族)，共計 15小時，教師 1名，學員 15名，師

生共計 16 人參加。(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

畫) 

（2）105年 11 月 14日至 11月 26日辦理原住民舞

蹈研習營第二梯次，講師為李春蓓老師(阿美

族)、瑪芽‧巴拉拉菲老師(布農族)，共計 13.5

小時，教師 2名，學員 20名，師生共計 22 人

參加。(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5 年 10 月 5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多元文化講座－－祖靈的叮嚀」，

講師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阿美族) ，師

生共計 376 人參加。 

（2）105年 11 月 1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與圖書館聯合舉辦教學卓越計畫「105

年駐校耆老系列活動－多元講座：編織傳統新

織路」，講師為許美珠耆老與張阿美耆老(太魯

閣族)，全校師生共計 320人參與。 

（3）105 年 11 月 19 日辦理「奇美部落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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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師生共計 20人參加。(教學卓越計畫) 

（4）1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05 年 12 月 9 日於原住

民族博物館辦理原住民文物有獎徵答活動，全

校師生、社區民眾共計 641人參加。 

（5）105年 11 月 29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計畫「原住民文化交流音樂會—原住民音

樂比賽」，參賽隊伍 8隊，師生共計 295 人參加。 

（6）105年 12 月 3日(六) 於花蓮縣光復鄉砂荖部

落辦理砂荖部落傳統工藝體驗營」，師生共計

29人參加。 

（7）105 年 12 月 9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南階音樂

教室辦理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計畫

－－東區七校原民族學生原住民歌唱，參賽隊

伍 8 隊，並邀請台東大學表演，師生共計 174

人參加。 

6、建置及維護原住民

民族技職教育網站，提

供網路學習資源，人才

資料庫與就業、考照及

升學等相關資訊。 

 

建 置 專 屬 網

站，連結校內外

資源，鼓勵原住

民學生運用網

路學習與查詢

資源。 

 

（1）本校於校園網頁中設置原住民事務組網站，公

告本校原住民活動資訊，並提供校內外原住民

相關活動訊息。此外，圖書館亦建置「原住民

文化資訊網」專區，提供原住民文化相關資源。 

（2）於教學卓越計畫主軸七計畫建置部落地圖，提

升對原住民生態環境、文化以及生活的了解，

本計劃將以完整蒐集台灣原住民族相關資料為

目標，整合各界原住民族相關資源，並將之組

織整理，建置一個資源分享的平台。 

7、分區選定原住民中

心學校，辦理原住民文

化講座、深耕研習、技

藝能力及作品展覽、樂

舞創演等相關活動，促

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

育發展，並配合評鑑輔

導。 

設置原住民事

務組,編制組長

一名，組員一

名。 

（1）於學務處設置原住民事務組,編制由教師兼任

組長一名，組員一名，辦理原住民專班相關事

宜及執行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原住民職業教育

計畫」專案、原住民獎助學金相關事項、管理

原住民博物館並辦理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2）於 102年設立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強化原住

民學生一般生活及教育輔導工作。 

8、推展各校教育特

色，充實其相關教學

設備及設施（資本

門）。 

 

◎改善並充實本校原住民文化教學及推廣資源 

（1）增購展示用泰雅族男女族服及噶瑪蘭族男女族

服共 4套，編號：5040112-12 # 378～381，台東

阿 美 族 男 女 族 服 共 2 套 ， 編 號 ：

5040112-12#376-377。 

（2）購置拉阿魯哇族文物共 3 件(琉璃珠項鍊 56

公分*1、琉璃珠項鍊 50公分*1 祭壇*1) ，財產

編號：5040122-01#478-480，充實原住民族博物

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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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實本校圖書館原住民特藏區館藏，增購夢遊

亞馬遜等 29 件少數民族相關視聽影音件。登錄

號:N0310292-N0310320 

◎加強教學設施： 

（1）增購 Panasonic PT-RW930 高亮度投影機 1

式.5010105-60#289，Panasonic ET-DLE150投影

機鏡頭*1式.5010105-06#41，VALA RAB300(4:3) 

（ 2 ） 電 動 布 幕  安 裝 ( 含 吊 架 *1

式.5010105-09#208。改善原住民活動視聽設備系

統。 

 

註：  

1. 執行要項係指教育部核定之經常門計劃項目，包括專案委辦項目，如認識原住民文

化研討會，招生宣導資料、升學就業參考手冊及校外在職進修活動等。 

2. 執行內容係指活動內容或課程內容等。 

3. 執行要項若屬專長訓練或社團活動請分項填寫。 

4. 請提供照片，背面註明照片內容，並浮貼於 A4 紙張。 

5.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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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育計畫 

105 年度資本門計畫項目執行統計表 

 

執行要

項 
購置時間 設  備  內  容 使用經費 執  行  效  益 

推 展 各

校 教 育

特色，充

實 其 相

關 教 學

設 備 及

設施（資

本門）。 

105 年 8

月至 105

年 1 月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1 月 

 

 

1.改善並充實本校

原住民博物館設

備與館藏 

 

 

 

 

 

2.加強教學設施  

 

核定經費 

209,412 元 

使用經費 

195,000 元 

 

 

 

 

核定經費 

500,000 元 

使用經費 

531,300 元 

 

 

 

 

 

 

 

 

93.12% 

 

 

 

 

 

 

106.26% 

 

 

合     計 

教育部核定經費 709,412 元 

使用經費 
726,300 元 

( 教育部補助 603,000 元，校內配合金額：123,300元) 

註：1.項目名稱係指教育部核定之資本門計劃項目。 

   2.請提供照片，背面註明照片內容，並浮貼於 A4 紙張。 

   3.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105年度原住民技職教育成果報告  15 

 

執行檢討 

一、符合重點學校之條件。 

本校原住民學生總人數 806 位，佔全校總人數 27.01 %。（人數統計以 105 年 10 月

份在學人數為基準） 

二、對本發展與改進計畫綜合檢討與建議。 

本校在計劃補助下完成各計劃分項工作，對於原住民學生專業技能的培

養、生活與課業輔導、傳統文化推廣、多元族群文化教育等，均有明顯助益。

各分項具體績效及建議事項如下各項所列。 

三、本計畫分項執行績效，待改進問題及建議事項。 

       

(一) 有關「配合鄰近或當地原住民文化及區域產業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課

程，培育各類專技人才」部分。 

1.具體績效： 

◎配合地區產業特色培訓專業人才：配合花蓮地區護理人員需求並照顧原
住民學生，本校 85 學年度起每年招收五專護理科原住民專班 50 人，至

100 學年度起增加為 100名。凡經審查符合原住民獎助生獎助條件的五專
學生，其學雜、住宿、伙食、實驗、實習交通、制服、教科書等費用，以
及每月零用金 3,000至 5,000元，均由慈濟基金會提供。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獎助人數：433 人，追朔上學期者 31 人，共計 464
人。獎助金額新台幣：1,239萬 4,715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獎助人數：452 人，追朔上學期者 21 人，共計 473
人。獎助金額新台幣：18,76萬 3,481元。 
 

◎原住民族語教學：提供學生學習族語，以便運用於生活及醫院實習中。 
104學年第 2學期: 
五專選修通識開設課程「太魯閣族語與文化」，授課老師張永晃老師(太
魯閣族)修課人數 50人。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 
（1）五專選修通識開設課程「阿美族語與文化」，授課老師-林茂德老師

(阿美族)修課人數 41人。(教卓計畫) 
（2）於 105年 12月 20日辦理太魯閣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張永晃老

師(太魯閣族)，師生共計 18人參加。 
（3）於 105年 12月 20日(十) 辦理布農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瑪

芽‧巴拉拉菲老師(布農族)，師生共計 18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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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阿美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林茂德老師(阿美族)，師生共計

25人參加。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二) 有關「辦理各校與職訓中心或事業單位建教合作，加強技能專精訓練，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部分。 

1.具體績效： 

（1）建教合作: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護理系：花蓮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濟醫

院、門諾醫院、門諾醫院壽豐分院、國軍花蓮總醫院、衛福部玉里醫

院、花蓮市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新城鄉衛生所、壽豐鄉衛生所、

秀林鄉衛生所、衛福部花蓮醫院、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共計 127 人

次。 

◎醫管系：門諾醫院共計 1人次。 

◎醫放系、行管系、科管系本學期無實習。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護理系:花蓮慈濟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

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門諾壽豐分院、衛福部玉里醫院、花蓮

市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秀林鄉衛生所、新城鄉衛生所、吉安鄉衛

生所、壽豐鄉衛生所、門諾護理之家、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衛福部

花蓮醫院、汐止國泰醫院。共計 242人次。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台大醫院，共計 1人。 

◎行管系：蜂之鄉有限公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財

團法人花蓮縣生活與創意文化藝術基金會、花蓮縣花蓮市公所、昆山

金大化纤科技有限公司、蘇州慈濟門診部有限公司，共計 6人次。 

（2）證照輔導: 

105 年 4 月 11 日至 6 月 17 日開設護理科原住民畢業生考照輔導專

班，授課老師 27人，上課時數為 112 小時，學員 75人。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三) 有關「成立原住民社團，辦理生活、課業輔導與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活

動，或辦理原住民人才返鄉輔導講座」部分。 

1.具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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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團輔導： 

105年 6 月 7日至 8日由原住民青年服務社辦理原住民美食展，師

生共 61 名參加。6 月 7 日舉辦原住民趣味競賽，共計 5 隊參賽，

含工作人員共計 51 名參加。將原住民文化設計融入競賽中，如競

賽關卡--「原豬原味」帶入狩獵文化、「一網打盡」補魚文化、「與

你相芋」芋頭採收、「原識英雄榜」原住民文化認識等關卡設計，

用趣味競賽方式讓師生體驗並認識原住民文化特色。 

（2）課業輔導: 

本校針對各系重點科目規劃輔導課程，另外並針對期中考成績低落

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聘請老師及輔導小老師協助，提昇原住民

學生之學業成就。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開設課業輔導 23

班，授課教師 31人次，參加學生 549人次；輔導小老師 70人次，

被輔導學生共 126人次，輔導總時數 499小時。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開設課業輔

導 19 班，授課教師 32 人次，參加學生 750 人次；輔導小老

師 99人次，被輔導學生共 223 人次，輔導總時數 716 小時。 

（3）生活輔導：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年 3月 1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全

校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共計 406人參加。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105 年 9 月 20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智慧樓第二會議室辦

理「全校原住民新生輔導座談會」，師生共計 119人參加。 

（2）105 年 9 月 21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

「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共計 506人參加。 

（4）生涯規劃輔導：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05年 6月 2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 105年

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

講座—母語創作的音樂夢田」，講師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阿美族），師生共計 266 人參加。(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計畫)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105年 10月 2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 樓國議廳辦理

「教育部推動 104 學年度原住民重點學校發展與改進原住

民技職教育花蓮區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教你選對方向，

走對的路」，講師為蔡群瑞老師，師生共計 362人參加。 

（2）105年 10月 15 日至 10月 16日於布農族鸞山部落森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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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參訪及台東布農部落文教基金會辦理 105 年大專校院

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夥伴聯盟計畫－－太陽之子原住民

族文化體驗營及職涯規畫講座，東區大專院校師生共計 65

人參加。(105年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夥伴聯盟

計畫) 

（5）邀請原住民傑出人士到校演講或座談：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年 5月 25日晚間 6 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

講座「海稻米的願望」，主講者為舒米．如妮(阿美族)，師

生共計 332人參加。 

（2）105年 6月 2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原住民學

生生涯規劃講座—母語創作的音樂夢田」，主講者為講師

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阿美族），師生共計 266 人參

加。(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105 年 11 月 17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與圖

書館聯合舉辦教學卓越計畫「105 年駐校耆老系列活動－

多元講座：編織傳統新織路」，講師為許美珠耆老與張阿美

耆老(太魯閣族)，全校師生共計 320人參與。 

（2）105年 10月 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多

元文化講座－－祖靈的叮嚀」，講師阿努‧卡力亭‧沙力朋

安 (阿美族) ，師生共計 376人參加。 

（6）原住民社區服務： 

鼓勵學生社團有效運用醫護專長與相關資源，參與帶動中小學社

團及文化推廣活動，提供學員健康相關知能與文化涵養，期能奠

定個人健康生活型態、提供其家庭或社區健康訊息，進而提高社

區整體健康。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15 日慈青社於佳民國小辦理「幸

福綠芽體驗營」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內容為: 尊重父母、

師長、朋友、尊重生命、基礎衛教。工作人員共 65 人，學

員共 55人。 

（2）105年 5月 21日天主教同學會於瑞穗天主堂、瑞穗國小辦

理「Naluwan  E起跑跳碰」原住民社區服務，內容為衛生

教育、趣味競賽、大隊接力，希望參與的同學們能在遊戲

當中學習團隊活動與精神，培養團隊默契！工作人員共 15

人，學員人數共 200人。 

（3）105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2 日幼獅社於志學國小辨理「小

丸子上學趣」原住民社區服務，內容為衛教課程、環保教

育、團康活動，工作人員 40人、學員 17人。 

（4）105年 5月 28日至 5月 29 日紫錐花社於瑞穗國小辨理「拒

毒萌芽反毒宣導」原住民社區服務，宣導毒品、菸、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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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正確知識及觀念、以及有趣的團康活動。工作人員 30

人，學員 47人。 

◎護理系： 

（5）原住民護理人文體驗營：  

105年 04月 09日至 105年 04月 10日護理系學會舉辦為

期 2天 1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護理我當家，學員為全國

28所國中，課程內容包含新生兒沐浴、孕婦體驗、老人體

驗、酒駕體驗、包紮固定、CPR，一共 6種課程。學員們在

兩天的課程及遊戲中學習到豐富的護理知識，了解慈濟人

文的特色，並期許自己在未來的路上能把護理成為升學方

向之一。活動參與工作人員 48位，參與學員共 96位。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原住民社區服務： 

 （1）105年 12月 17日天主教同樂會於台東史前博物館、比

西里岸部落及宜灣教堂辦理「Naluwan  E 起訪部落」，

主要參與人員為鳳林堂區與富田堂區的小朋友們，活

動內容主要為探索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以提升小朋

友們的文化素養及傷口護理衛教課程。工作人員共 15

人，學員共 28人。 

（2）105年 12月 17日至 12 月 18日幼獅社於富里國小舉辦

「探險活寶尋寶記」原住民社區服務，主要內容為燙

傷該處裡、傷口包紮、交通安全等。工作人員 39人，

學員 35人。 

（3）105年 12月 17日至 12月 18日慈青社 於佳民社區舉

辦「幸福綠芽體驗營」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內容為:

短劇、孝親體驗、廢物利用、團康遊戲等課程。工作

人員 52人，學員 49人次。 

（4）105年 11月 17日紫錐花社於台灣史前博物館辦理「拒

毒萌芽反毒親子宣導暨原住民文物認識-LINE家族大

集合之我要向前衝」原住民社區服務，這次的活動主

要是讓小朋友了解毒品及菸的危害，還有認識原住民

文化及卑南文化，中間還有有獎徵答，讓小朋友踴躍

發言，以及彩繪 DIY陶製杯墊，讓原鄉學員體會自己

的原住民文化是多麼的被重視及重要，對於提升民族

自信多有助益。工作人員 31人，學員 22人次。(原住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護理系： 

（5）護理人文體驗營-腦筋急轉彎：105年 12月 10日至 11

日於慈濟科技大學辦理，人文營裡包含傷口化妝、傷

口包紮、老人體驗、孕婦體驗、新生兒沐浴等五堂體

驗課程，使學員可在課程中啟發未來對護理的熱忱，

透過每堂課講師的精心準備與介紹，希望能讓學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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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護理的奧妙。。工作人員共有 51人，學員 69 人。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四) 有關「辦理原住民學生就業參觀活動，認識企業工作信念與態度，及不

同文化工作觀」部分。 

1.具體績效：未申請補助。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五) 有關「有關開辦原住民傳統文化、技藝選修課程或學分班，並加強教師

在職進修研習」部分。 

1.具體績效：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105 年 4 月 30 日於花蓮縣豐濱鄉項鍊海岸工作室辦

理教學卓越計畫「阿美族傳統木雕工藝研習營」，師生共計 30人參加。 

(教卓計畫) 

◎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5年 3月 29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講座－－

太陽的孩子，播放影片「太陽的孩子」為改編自花蓮港口部落阿

美族舒米．如妮復耕海稻米之真實故事，師生共計 353名參加。(教

卓計畫) 

（2）105年 5月 2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講座「海

稻米的願望」，主講者為舒米．如妮(阿美族)，師生共計 332 人參

加。 

（3）105 年 6 月 4 日於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辦理奇美部落文化體驗

營」，師生共計 25人參加。 

（4）105年 6月 25至 6月 27日於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辦理三天二夜

之武塔部落文化體驗營，師生預計 40人參加。(教卓計畫)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 

（1）105年 10月 24日至 11月 11日辦理原住民舞蹈研習營第一梯次，

講師為李春蓓老師(阿美族)，共計 15 小時，教師 1 名，學員 15

名，師生共計 16人參加。(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2）105年 11月 14日至 11月 26日辦理原住民舞蹈研習營第二梯次，

講師為李春蓓老師(阿美族)、瑪芽‧巴拉拉菲老師(布農族)，共

計 13.5 小時，教師 2 名，學員 20 名，師生共計 22人參加。(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5年 10月 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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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講座－－祖靈的叮嚀」，講師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阿美

族) ，師生共計 376人參加。 

（2）105 年 11 月 17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與圖書館聯

合舉辦教學卓越計畫「105 年駐校耆老系列活動－多元講座：編

織傳統新織路」，講師為許美珠耆老與張阿美耆老(太魯閣族)，全

校師生共計 320人參與。 

（3）105 年 11 月 19 日辦理「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師生共計 20 人

參加。(教學卓越計畫) 

（4）105年 11月 21日至 105年 12月 9日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辦理原住

民文物有獎徵答活動，全校師生、社區民眾共計 641人參加。 

（5）105 年 11 月 29 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原住

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原住民文化交流音樂

會—原住民音樂比賽」，參賽隊伍 8隊，師生共計 295 人參加。 

（6）105 年 12月 3日(六) 於花蓮縣光復鄉砂荖部落辦理砂荖部

落傳統工藝體驗營」，師生共計 29人參加。 

（7）105年 12月 9日晚間 6點至 8 點於南階音樂教室辦理大專校院

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計畫－－東區七校原民族學生原住民

歌唱，參賽隊伍 8隊，並邀請台東大學表演，師生共計 174人

參加。 

(六) 有關「建置及維護原住民民族技職教育網站，提供網路學習資源，人才

資料庫與就業、考照及升學等相關資訊」部分。 

1.具體績效：  

（1）本校於校園網頁中設置原住民事務組網站，公告本校原住民活動

資訊，並提供校內外原住民相關活動訊息。此外，圖書館亦建置

「原住民文化資訊網」專區，提供原住民文化相關資源。 

（2）於教學卓越計畫主軸七計畫建置部落地圖，提升對原住民生態環

境、文化以及生活的了解，本計劃將以完整蒐集台灣原住民族相

關資料為目標，整合各界原住民族相關資源，並將之組織整理，

建置一個資源分享的平台。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有關「分區選定原住民中心學校，辦理原住民文化講座、深耕研習、技藝

能力及作品展覽、樂舞創演等相關活動，促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育發展，並配合

評鑑輔導」部分。 

1.具體績效：  

（1）於學務處設置原住民事務組,編制由教師兼任組長一名，組員一

名，辦理原住民專班相關事宜及執行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原住民

職業教育計畫」專案、原住民獎助學金相關事項、管理原住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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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並辦理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2）於 102 年設立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強化原住民學生一般生活及

教育輔導工作。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  

(七) 有關「無推展各校教育特色，充實其相關教學設備及設施（資本門）」

部分。 

1. 具體績效： 

◎改善並充實本校原住民文化教學及推廣資源 

（1）增購展示用泰雅族男女族服及噶瑪蘭族男女族服共 4套，編號：

5040112-12 # 378～381，台東阿美族男女族服共 2 套，編號：

5040112-12#376-377。 

（2）購置拉阿魯哇族文物共 3件(琉璃珠項鍊 56公分*1、琉璃珠項鍊

50 公分*1 祭壇*1) ，財產編號：5040122-01#478-480，充實原

住民族博物館館藏。 

（3）充實本校圖書館原住民特藏區館藏，增購夢遊亞馬遜等 29 件少

數民族相關視聽影音件。登錄號:N0310292-N0310320 

◎加強教學設施： 

（1）增購 Panasonic PT-RW930高亮度投影機 1式.5010105-60#289，

Panasonic ET-DLE150 投影機鏡頭*1 式.5010105-06#41，VALA 

RAB300(4:3) 

（2）電動布幕 安裝(含吊架*1 式.5010105-09#208。改善原住民活動

視聽設備系統。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八) 上述 8 個項目請以對學校助益多寡以項目代號依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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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5年度輔導原住民學生參加技能檢定取得各職類證統計表 

職  種  名  稱 級  別 參  加 

人  數 

及  格 

人  數 

及格率 備  註 
丙 乙 

高級心臟救命術

(ACLS) 

  
2 2 100% 護理系 

初級流通連鎖經營

管理 

  
4 4 100% 行管系 

EEC-EEAP 企業電

子化助理規劃師 

  
7 7 100% 行管系 

病歷資訊管理師證照輔

導課 
  12 10 83% 醫管系 

健康管理士證照輔導課   12 10 83% 醫管系 

護理師   73 33 45.21% 護理系 

醫學資訊師   9 5 55% 醫管系 

       

       

 

註：級別部分請將丙、乙級分開填寫，可填入其他無分等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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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原住民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概況調查表 
畢
業
人
數 

農
業
漁
牧
業 

採
取
業 

礦
產
及
土
石
採
取 

製 
 

造 
 

業 

水
電
燃
氣
業 

營 
 

造 
 

業 

餐
飲
業 

批
發
零
售
及 

及
通
信
業 

運
輸
、
倉
儲 

不
動
產
業 

金
融
保
險
及 

工
商
業
服
務 

個
人
服
務
業 

社
會
服
務
及 

公
共
行
政
業 

類
之
行
業 

其
他
不
能
歸 

警
官
學
校 

軍
事
學
校 

技
術
學
院 

大
學
院
校 
服
兵
役 

123 1 0 0 0 0 0 0 0 7 92 0 3 0 0 14 0 6 

註：請參照各校填報台灣省境內職業類科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概況調查表 

 

 

學年

度 

畢業 

人數 

升學人數

（百分比） 

就業人數 

（就業率） 

服役人數 

（百分比） 

其他人數 

(待業、補習…) 

104 123 
14 

(11.38％) 

100 

(96.15％) 

6 

(4.88％) 

3 

 (2.44％) 

原住民學生就業率參考表:就業率為畢業生實際就業人數除以畢業生人數（扣除

繼續升學與服役中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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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語言課程 

    為使本校學生能將修習之基礎醫護母語課程，熟練語言聽說能

力，以應用於原住民社區醫療服務、與病患溝通，並推廣至未來返

鄉就業之用，特開設花蓮區原住民族語課程，提供學生學習族語，

以便運用於生活及醫院實習中。 

 

1.104學年第 2學期: 

   五專選修通識開設課程- 「太魯閣族語與文化」，授課老師-張永

晃老師(太魯閣族)修課人數 50人。 

2.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五專選修通識開設課程「阿美族語與文化」，授課老師-林茂德

老師(阿美族)修課人數 41人。(教卓計畫) 

（2）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辦理太魯閣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張永

晃老師(太魯閣族)，師生共計 18人參加。 

（3）於 105年 12月 20日(十) 辦理布農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瑪

芽‧巴拉拉菲老師(布農族)，師生共計 18人參加。 

（4）辦理阿美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林茂德老師(阿美族)，師生

共計 25人參加。 

 

 
太魯閣族語與文化課程張永晃老師帶著學生練習族語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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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基 礎醫護用語」，主講者為瑪芽．芭拉拉菲老師老師 (布農族) 

 
「阿美族基礎醫護用語」，主講者為林茂德老師 (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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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綱要表 

開課班級 通識日五專 

授課老師 

教師 
研究小

間 
Mail 

Office 

Hour 

張永

晃  
sp117@tcust.edu.tw 

 
 

開為 

e-Learning 課

程 （否） 

上課時間 w3:3-4 上課地點 A102 

中文課程

名稱 
太魯閣族語與文化 學分數：2 

週時

數：2 

英文課程

名稱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Truku 

課程說明 

(中文) 

太魯閣族於 2004／2月成立，近三萬人（花蓮縣內佔 80%）。本堂課

主要是從語言中認識太魯閣族人的文化與習俗，以尊重及分享的態度

來學習。 

課程說明 

(英文) 

Truku people have nearly 30000 in Hualien county. The purpose 

on this course is trying to learn Truku tribe culture and costom 

by learner’s respecting and sharing attitude. 

教學方法 

1）介紹太魯閣族。 2）認識太魯閣族語之拼音，文字結構等。 3）教

太魯閣語之基本詞彙，讀寫教學。 4）教太魯閣語之基本詞句，誦讀

教學。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相關性 

序號 教學目標 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 

1 多元關懷及地球公民。 
  

2 生活意義及美學鑑賞。 
  

3 終身學習及問題解決。 
   

參考 

書目 

 

序 中文名稱 
英文

名稱 
作者 出版社 

指定教

科書 

1 
花蓮縣秀林鄉德

路固語初級課本  

花蓮縣秀林鄉德路

固語編輯委員 

花蓮縣秀林

鄉公所 88/1  

2 
太魯閣語讀本（第

一冊）  

花蓮縣太魯閣語編

輯委會 

花蓮縣政府

83/9  

課程注意事項 

課程規定 每堂課要帶讀本 
   

作業與報告 有三次平時考 3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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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進度表 

 

太魯閣族語與文化 - 張永晃 - 通識日五專 

序 
起始

日 

終止

日 
主講內容 備註 

授課教

師 

1 02/14 02/20 
  

張永晃 

2 02/21 02/27 介紹太魯閣族群及分佈 (1)p.70~1 張永晃 

3 02/28 03/06 字母與發音-1(拼音練習) (1)p.8~11 張永晃 

4 03/07 03/12 字母與發音-2(第一~六課) (1)p.12~23 張永晃 

5 03/13 03/19 字母與發音-3(第七~十二課) 
(1)p.24~35(第

一次平時考) 
張永晃 

6 03/20 03/26 字母與發音-4(第十三~十八課) (1)p.36~47 張永晃 

7 03/27 04/02 字母與發音-5(第十九~廿四課) (1)p.48~59 張永晃 

8 04/03 04/09 字母與發音-6(第廿五~廿九課) 
(1)p.60~69(第

二次平時考) 
張永晃 

9 04/10 04/16 會話練習-1(第一~五課) (2)p.1~23 張永晃 

10 04/17 04/23 <<期中考>> 
 

張永晃 

11 04/24 04/30 會話練習-2(第六~十課) (2)p.24~42 張永晃 

12 05/01 05/07 會話練習-3(第十一~十四課) (2)p.43~50 張永晃 

13 05/08 05/14 肢體結構名稱/數字(一) (2)p.25~34 張永晃 

14 05/15 05/21 肢體結構名稱/數字(二) 
(2)p.25~34(第

三次平時考) 
張永晃 

15 05/22 05/28 朗讀(祭禮與人名) (2)p.18~20 張永晃 

16 05/29 06/04 護理用語(一) 講義 張永晃 

17 06/05 06/11 護理用語(二) 講義 張永晃 

18 06/12 06/18 朗讀(神話故事)/太魯閣族歌謠 講義 張永晃 

19 06/19 06/25 期末考 
 

張永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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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綱要表 

開課班

級 
通識日五專 

授課老

師 

教師 
研究

小間 
Mail Office Hour 

林茂德 
 

sp92@tcust.edu.tw 
  

開為 

e-Learning 

課程 （否） 

上課時

間 
W3:3-4 上課地點 A102 

中文課

程名稱 
阿美族語與文化 學分數：2 

週時

數：2 

英文課

程名稱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Amis 

課程說

明 

(中文) 

阿美族群是台灣原住民十六族群中之一族，該族群主要聚居於東部縱

谷地帶的花蓮縣、台東縣及屏東的滿州等地區，於六、七十年代因工

業之發展，許多阿美族人紛紛離鄉背井，遷移到都市，現遍佈全國。

其語言屬南島系的印度尼西亞語族。語言是一種溝通的工具，拉近人

與人之彼此的距離，亦藉著它表露內心的意念。本課程著重在人與人

之間溝通的方法，因此課堂上除了介紹母語基本字母、構詞變化和文

法應用之外，也透過歌謠來學習阿美族語，甚至作戶外教學，使學生

嘗試用阿美族母語之溝通，以期達到學以致用之目標。 

課程說

明 

(英文) 

Amis aborigines of Taiwan’s 16 ethnic groups within a tribe， 

the ethnic group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Rift Valley 

area of Hualien County， Taitung and Pingtung areas such as the 

Manchu， in sixties and the seventie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many Amis have uprooted and moved to the city， 

are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ir language is a South Island 

department of Indonesian family. Language is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the closer th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it also 

enables us to reveal inner thoughts. This course focuses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so the classroom Besides 

introducing the basic language of letters， syntax and grammar 

applications， but also to learn the Ami language through songs， 

and even for outdoor teaching， so that students try to use Ami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of the target. 

教學 

方法 

１）排定學期進度表，並按課程進度進行。 ２）在課堂上透過阿美族

民謠讓學生加深阿美族音樂與文化。 ３）透過阿美族生活影片了解阿

美族人生活型態與文化。 ４）其他。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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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

與配分 

１）透過作業評量學生之學習 40% ２）守紀律者、小考 40% ３）期中

考、期末考 20% ４）其他。 

課程注意事項 

課程規定 1.認識阿美族語 2.認識阿美族文化 3.認識阿美族歌舞 
   

作業與報

告 
親子教育－影片欣賞（心得報告 450字）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進度表 

 

阿美族語與文化 - 林茂德 - 通識日五專 

序 
起始

日 

終止

日 
主講內容 備註 

授課教

師 

1 09/05 09/10 
  

林茂德 

2 09/11 09/17 
1.認識並了解學生選課目的 

2.說明此課程進度與注意事項  
林茂德 

3 09/18 09/24 認識 Amis 族語與字母--語音系統 
 

林茂德 

4 09/25 10/01 認識 Amis 族語與字母與音節 
 

林茂德 

5 10/02 10/08 
語音系統與音節 

會話第一單元第一課  
林茂德 

6 10/09 10/15 
會話第一單元第二/三課 

Amis族民謠 

測驗(一)10/10

雙十國慶 
林茂德 

7 10/16 10/22 會話第一單元第四/五課 
 

林茂德 

8 10/23 10/29 會話第一單元第六/七課 測驗(二) 林茂德 

9 10/30 11/05 期中考試 
 

林茂德 

10 11/06 11/12 認識 Amis 族的腳 

戶外教學--操

場 

考卷訂正 

林茂德 

11 11/13 11/19 會話第一單元第八/九課 
 

林茂德 

12 11/20 11/26 
會話第一單元第十課 

Amis族民謠  
林茂德 

13 11/27 12/03 會話第二單元--人稱代名詞第一/二課 
 

林茂德 

14 12/04 12/10 話第二單元第三/四課 
 

林茂德 

15 12/11 12/17 會話第二單元第五/六課 
 

林茂德 

16 12/18 12/24 會話第二單元第七/八課 
 

林茂德 

17 12/25 12/31 會話第二單元第九/十課 12/25聖誕節 林茂德 

18 01/01 01/07 總複習 測驗(三) 林茂德 

19 01/08 01/14 期末考試 
 

林茂德 



105年度原住民技職教育成果報告  31 

 

護理科原住民畢業生考照輔導班 

本系為提升畢業生專技護理師考照率，加強學生護理師考照輔導

及教學，於 105年 4月 11日至 6月 17日開設護理科原住民畢業生考

照輔導專班，授課老師 27人，上課時數為 112小時，原住民族學員

75人，提供護理師考照準備的學習資源，以提升畢業生於基本護理

學，包括護理原理、護理技術與護理行政；內外科護理學；產兒科護

理學；精神科與社區衛生護理學等，目標是今年五五畢業生在護理師

國考的考照率要高達 90%，讓更多優秀的護理師們投入未來的醫療職

場上，成為社會上的助力。 

    本次活動參與原住民生 75位，以及護理系上的菁英老師們共同

指導，大部分學生對於本次的課程反應良好，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對於未來的護理師執照考能將分數提高，也能幫助提升取得護理師證

照。 

 

  

吳曼阡老師講解基本護理學課程重點 學生們專心聽老師講解題目。 

 



3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們認真作筆記。 鄭淑貞老師詳細的講解兒科護理學內容。 

  

張美娟老師詳細的講解兒科護理學考題。 李姿瑩老師精神科護理學講解歷屆試

題。 

  

陳美伶老師詳細的複習產科護理學重點。 學生們專注聽講且認真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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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考照輔導班課表 (105.04.11-105.06.17) 
 

第 8週 4/11星期一 4/12星期二 4/13星期三 4/14星期四 4/15星期五 

08：00-09：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09：10-10：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0：10-11：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1：10-12：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3：30-14：20 正課時間 
精神科-楊均

典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4：30-15：20 正課時間 
精神科-楊均

典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5：30-16：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吳曼

阡 

成護組-朱芳

瑩 

成護組-朱芳

瑩 

16：30-17：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李崇

仁 

成護組-吳曼

阡 

成護組-朱芳

瑩 

成護組-朱芳

瑩 

 

第 9週 4/18星期一 4/19星期二 4/20星期三 4/21星期四 4/22星期五 

08：00-09：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09：10-10：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0：10-11：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1：10-12：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3：30-14：20 正課時間 
社區組-莊瑞

菱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4：30-15：20 正課時間 
社區組-莊瑞

菱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5：30-16：20 正課時間 
社區組-莊瑞

菱 

產科組-高夏

子 

成護組-張麗

蓉 

成護組-張麗

蓉 

16：30-17：20 正課時間 
社區組-莊瑞

菱 

產科組-高夏

子 

成護組-張麗

蓉 

成護組-張麗

蓉 

 

第 10 週 4/25星期一 4/26星期二 4/27星期三 4/28星期四 4/29星期五 

08：00-09：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09：10-10：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0：10-11：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1：10-12：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3：30-14：20 正課時間 
精神科-張櫻

慈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4：30-15：20 正課時間 
精神科-張櫻

慈 
班會 

成護組-吳曼

阡 
正課時間 

15：30-16：20 正課時間 
精神科-張櫻

慈 

產科組-陳淑

玲 

成護組-吳曼

阡  

16：30-17：20 正課時間 
產科組-陳淑

玲 

產科組-陳淑

玲 

成護組-吳曼

阡 
 

 

第 11 週 5/2星期一 5/3星期二 5/4星期三 5/5星期四 5/6星期五 

08：00-09：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09：10-10：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0：10-11：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1：10-12：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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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20  
精神科-林美

玲 
   

13：30-14：20 正課時間 
精神科-林美

玲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4：30-15：20 正課時間 
精神科-林美

玲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5：30-16：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曾紀

芬(皮膚)  
 

16：30-17：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熊乃

歡(體液)  
 

17：30-18：20   
成護組-熊乃

歡(體液) 
  

 

第 12 週 5/9星期一 5/10星期二 5/11星期三 5/12星期四 5/13星期五 

08：00-09：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09：10-10：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0：10-11：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1：10-12：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3：30-14：20 正課時間 
社區組-林珠

茹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4：30-15：20 正課時間 
社區組-林珠

茹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5：30-16：20 正課時間 
社區組-林珠

茹 

成護組-楊美

玲 

成護組-王雅

青 

成護組-王雅

青 

16：30-17：20 正課時間 
產科組-陳淑

玲 

成護組-楊美

玲 

成護組-王雅

青 

成護組-王雅

青 

 

第 13 週 5/16星期一 5/17星期二 5/18星期三 5/19星期四 5/20星期五 

08：00-09：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09：10-10：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0：10-11：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1：10-12：00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3：30-14：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江明

珠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4：30-15：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江明

珠 
班會 正課時間 正課時間 

15：30-16：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江明

珠 

成護組-楊美

玲 

成護組-楊美

玲 

成護組-熊乃

歡 

16：30-17：20 正課時間 
成護組-江明

珠 

成護組-楊美

玲 

成護組-楊美

玲 

成護組-熊乃

歡 

17：30-18：20     
成護組-熊乃

歡 

 

第 15 週 5/30星期一 5/31星期二 6/1星期三 6/2星期四 6/3星期五 

08：00-09：00 
成護組-楊美

玲 

兒科組-張淑

敏 

兒科組-張美

娟 

成護組-江明

珠 

精神科-李姿

瑩 

09：10-10：00 
成護組-楊美

玲 

兒科組-張淑

敏 

兒科組-張美

娟 

成護組-江明

珠 

精神科-李姿

瑩 

10：10-11：00 
成護組-楊美

玲 

兒科組-張淑

敏 

兒科組-張淑

敏 

成護組-江明

珠 

精神科-李姿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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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00 
成護組-楊美

玲 

兒科組-張淑

敏 

兒科組-張淑

敏 

成護組-江明

珠 

精神科-李姿

瑩 

13：30-14：20 
兒科組-張美

娟 

成護組-賴思

穎 
 

社區組-曾瓊

禎 

社區組-曾瓊

禎 

14：30-15：20 
兒科組-張美

娟 

成護組-賴思

穎 
 

社區組-曾瓊

禎 

社區組-曾瓊

禎 

15：30-16：20 
兒科組-張美

娟 

成護組-賴思

穎  
 

社區組-曾瓊

禎 

社區組-曾瓊

禎 

16：30-17：20 
兒科組-張美

娟 

成護組-賴思

穎  
 

社區組-曾瓊

禎 

社區組-曾瓊

禎 

 

第 17 週 6/13星期一 6/14星期二 6/15星期三 6/16星期四 6/17星期五 

08：00-09：00 
成護組-李家

琦 

產科組-陳美

伶 

產科組-陳美

伶 

產科組-陳美

伶 

精神科-吳美

惠 

09：10-10：00 
成護組-李家

琦 

產科組-陳美

伶 

產科組-陳美

伶 

產科組-陳美

伶 

精神科-吳美

惠 

10：10-11：00 
成護組-李家

琦 

產科組-陳美

伶 

產科組-陳美

伶 

兒科組-鄭淑

貞 

精神科-吳美

惠 

11：10-12：00 
成護組-李家

琦 

產科組-陳美

伶 

產科組-陳美

伶 

兒科組-鄭淑

貞 

精神科-吳美

惠 

13：30-14：20 
成護組-曾紀

芬 
  

兒科組-鄭淑

貞 

產科組-廖珮

瑜 

14：30-15：20 
成護組-曾紀

芬 
 

社區組-張紀

萍 

兒科組-鄭淑

貞 

產科組-廖珮

瑜 

15：30-16：20 
成護組-曾紀

芬 
 

社區組-張紀

萍 

兒科組-鄭淑

貞 
 

16：30-17：20 
成護組-曾紀

芬 
 

社區組-張紀

萍 

兒科組-鄭淑

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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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週系列活動 

   105年 6月 7日至 8日由原住民青年服務社辦理原住民美食展，

師生共 61名參加。6月 7日舉辦原住民趣味競賽，共計 5隊參賽，

含工作人員共計 51名參加。將原住民文化設計融入競賽中，如競賽

關卡--「原豬原味」帶入狩獵文化、「一網打盡」補魚文化、「與你相

芋」芋頭採收、「原識英雄榜」原住民文化認識等關卡設計，用趣味

競賽方式讓師生體驗並認識原住民文化特色。 

                                           

 

 

                                     原住民美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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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關卡--「原識英雄榜」 

原住民趣味競賽關卡--「原豬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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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趣味競賽關卡--「與你相芋」 

原住民趣味競賽關卡--「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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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本校針對各系重點科目規劃輔導課程，另外並針對期中考成績低落

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聘請老師及輔導小老師協助，提昇原住民學

生之學業成就。 

1.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設課業輔導 23

班，授課教師 31人次，參加學生 549 人次；輔導小老師 70 人次，

被輔導學生共 126人次，輔導總時數 499小時 

 

2.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設課業輔導

19班，授課教師 32人次，參加學生 750人次；輔導小老師 99人

次，被輔導學生共 223人次，輔導總時數 716小時。 

 

 

 
利用晚間進行課業輔導，提昇原住民學生在學業上的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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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開設課業輔導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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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李春蓓組長介紹注意事項及活動並進行師生雙向座談。 

    105年 3月 1日晚間 6點

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辨理

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內容

為本學期注意事項及師生雙

向座談，使原住民學生融入校

園生活，並增進學生間之互動

與參予活動之熱忱。師生共計

406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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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座談會(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原住民事務組組長李春蓓老師勉勵原住民學生用心於學業。 

105 年 9 月 21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

辦理「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

會」，原住民事務組組長李春

蓓老師勉勵原住民學生用心

於學業，並進行原住民社

團、原住民活動介紹、原住

民獎助學金及原住民獎助生

注意事項說明師生共計 506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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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新生輔導座談 
 

 

 

 

 

 

 

 

 

 

 

 

 

 

 

 

 

 

 

 

 

 

 

 

 

 

 

 

 

 

 

李春蓓組長為原住民新生解說注意事項並進行雙向座談。 

    為深刻瞭解原住民新

生需求，原住民事務組於

105 年 9 月 13 日晚間 6 點

至 8 點假智慧樓第二會議

室辦理「原住民新生輔導

座談會」，協助原住民新生

瞭解學校相關獎助法規、

活動辦法，期使原住民新

生快速融入校園生活，並

建立原住民同學與師長溝

通橋樑，提昇原住民新生

對求學生涯之適應能力並

能順利、快樂渡過求學生

涯。師生共計 119 人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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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母語創作的音樂夢田」 

    105年 6月 2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 105年

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

母語創作的音樂夢田」，講師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阿美族），

師生共計 266人參加。(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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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阿洛．卡力亭．巴奇辣（阿美族），與同學分享族語音樂創作過

程的艱困經歷與母語傳承的重要性。

 

講師阿洛深刻活潑的分享，學生反應熱烈，期勉學生了解要達成心中的理

想一定要有堅持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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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族語創作的音樂夢田」心得 

護五一甲 

◎張宛羚：我要盡快的把母語練好，才可以跟家人好好溝通，也可以

運用在以後跟醫院裡的族人溝通。 

◎胡杰陞：一位阿嬤說：孩子，你的部落在哪裡？這句話提醒了我，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管身在何處，永遠都不要忘記了自己的家。 

◎潘吉庭：身為 1/4的原住民，並不會覺得任何得丟臉，因為我不懂

自己的文化，這也讓我覺得有些失落！希望以後有時間、有機會的

話，可以和阿嬤學習。 

護五一乙 

◎王欣巧：聽講師在分享創作自己的族語音樂和發行 EP的歷程，就

覺得沒有什麼是辦不到的。發揚和維持守護自己的文化，到哪裡都

別忘了自己是原住民的孩子。 

◎周于庭：以前很討厭自己是原住民，都不會跟別人說自己的身分，

因為在台北大家都講國語，會覺得跟大家不一樣。但是現在很喜歡

自己是原住民的身分，謝謝阿洛的演講讓我更加認定自己的身分。 

◎汪芷萱：聽完了演講，心裡充滿很多感動，之前也是覺得身為原住

民是一件多丟臉的事，但長大後反而覺得是種驕傲。我相信自己一

定也能為自己的族群出一些力量。 

護五一丙 

◎陳冠霓：儘管過程是多麼挫折，但靠著毅力闖過難關，也創作許多

好聽的母語歌曲，原來母語也可以這麼多變化。 

護五二丙 

◎張欣如：我小時候也因為原住民身分被同學取笑，內心很掙扎我到

底是什麼人？我希望這個世界上不要有歧視，就算是不是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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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愛，大家都是好朋友。 

護五三甲 

◎周慕容：上帝創造我們每個族群的語言、文化，都有它的美意在，

我們會漸漸長大、長輩也會漸漸老去，我們不該順著時代的演進而

遺忘掉上帝留給我們這麼美的身分。 

◎劉芳妤：現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其實會講母語的真的很少，也讓

很多原住民的文化流失，在這個時候一定要有人挺身而出，讓大家

更認識原住民。 

護五三乙 

◎林敏慧：講師所做的這些事情都是因為自己是身為原住民而成為他

的動力，使他有勇氣去做那些事！ 

◎盧雨瑄：講師分享太陽的孩子，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段阿嬤

問「孩子，你的家鄉在哪？」看到很想哭。自己的家鄉要自己保護，

要守護自己的土地，土地是祖先留給後人的，要自己使用。 

◎林霓妮：我覺得講師很厲害，為了要宣傳自己的母語文化，找了很

多公司要出專輯，但因為製作人都不接受，最後他決定自己貸款出

唱片。因為這樣不放棄的精神使他成功了，換成是我的話可能就會

直接放棄了，這是我很值得學習它的地方。 

護五四甲 

林時秋萍：希望自己也可以為了自己的族群努力，不要放棄我們的文

化與土地，更應該好好得珍惜延續下去。 

護五四乙 

◎龔婉婷：因為在都市被當成異類，因此在無形中拋棄自己的身分，

直到來到慈濟，透過原民組的老師用心的安排許多活動，重新燃燒

自己原本的那份原民心。現在，我會很大方介紹自己的族群、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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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安伶：當看見螢幕上原住民歌手時，心中有無限驕傲，也為身為

太魯閣族感到榮耀，也希望有更多的母語創作歌曲出來發揚光大！ 

護五四丙 

◎陳資愉：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即使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也

要做有意義的事。」即使一路上遇到很多困難，但他不放棄的精神

值得我很去學習。 

◎金芷薇：學習到不管自己的夢想是什麼，能為著自己的夢想去努

力，真的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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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教你選對方向，走對的路」 

105年 10月 2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教育部推

動 104 學年度原住民重點學校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花蓮區原

住民學生生涯規劃--教你選對方向，走對的路」，講師為蔡群瑞老師，

師生共計 362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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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群瑞老師引導參與學生思考生涯價值觀。 

 

 

群瑞老師以專業測試引導參與學生探詢自身面向與興趣，學生反應熱烈。



5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教你選對方向，走對的路」心得 

護五一甲 

◎林劭祈：聽了這次的演講，讓我更加認識自己，也讓我了解未來的

規劃與生涯的價值觀。 

◎吳慧妤:我覺得利他、獨立性、創造力、成就感，對我來說都很重

要，我很喜歡幫助別人會讓自己很有成就感，未來的路要自己規劃

和決定，不是別人能幫你決定和選擇，選擇自己愛的才不會後悔。 

護五一乙 

◎石語婕：「不一定要有詳細的計畫，但你一定要選對方向，走對的

路」這是我今天所領悟到的，自己的生涯規劃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胡文勳:聽完這講座，讓我明白自己的生涯規劃，必須了解自己的

興趣和個人特質，如果因為不了解自己而選錯了路，會使未來的生

活變的不快樂，所以要慎重的選擇，也要根據意願來選擇未來。 

護五一丙 

◎林嘉雯：從講師提到的能力方面其中的情緒管理，我覺得我還是要

試著去改善，不要把自我的情緒影響其他人，我會慢慢調整自我的

情緒，今天的演講，讓我更加知道未來我所要選的路。 

◎馬湘芸:讓我開始對未來有良好的規劃，雖然離我還很久，但是時

間過得很快，要趕快了解自己未來想要的出路，更要了解自己的興

趣。 

護五二丙 

◎楊許瑋：其實在人生當中選擇一份工作，我們通常是迷茫的，是需

要一些人的幫助，才會恍然大悟。雖然我選擇護理這條辛苦的路，

但是我已經慢慢去適應了，雖然負擔會越來越重，但是我會加油。 

護五二丁 

◎余齊：瞭解多樣性的生涯價值觀，可以用多面向的態度去選擇自己

未來的路，而不是單一侷限的選項，能夠清楚了解自己所需、所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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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未來，去發掘自己適合的職業。做著自己喜歡且適合的工作，

不但能展現自己所擅長的，還能充滿正能量去面對。 

護五三甲 

◎劉念安：聽完這次的生涯規劃中，了解正確的價值觀，每種型態的

人生觀及個性，其中的特質也是互相連結，能力也是重要的一門課

程，而情緒管理更比專業更勝一籌，態度好壞也是重要關鍵之一，

在面對挫折時也能有容忍力，從中學習、累積經驗。 

護五三戊 

◎高芷函：選擇適合的道路，可以讓未來的生活更愉快，能讓自己的

興趣、能力共度下半輩子是多麼幸福的事，可以讓自己樂在其中。

現在我選擇了護理，雖然護理不曾出現在我的志願中，但現在的我

既然選擇了，就會為自己未來努力。 

護五三戊 

◎呂芳羽：人生在世就是盡量體驗各種經歷，從中學習到新的事物令

自己成長。我認為在尋找自己的出路，真的可以學到很多、可以讓

自己有更多的想法。以後我有小孩時，我一定會讓他尋找自己的興

趣，適時的給予鼓勵與幫助。 

護五五戊 

◎黃詩羽：聽完這次的講座更讓我認識自己，也讓自己省思自己的未

來，能夠激勵自己堅持走下去，未來的路很廣，要多為自己多想一

點，不要放棄，不然會浪費先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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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社區關懷(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慈青社 105年 5月 14日至 5月 15日於佳民國小辦理「幸福綠芽體

驗營」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內容為: 尊重父母、師長、朋友、尊重

生命、基礎衛教、生活知識、跑關遊戲、戲劇、登革熱、腸病毒、香

包 DIY等課程。工作人員 65人，學員 55人次。 

 

活動流程: 

105年 05月 14日 

活

動

內

容

報

導 

06:50‐07:00(10) 全體工作人員集合 

07:00‐07:30(30) 全體工作人員出發 

07:30‐08:00(30) 場佈 

08:00‐08:20(20) 小朋友報到 

08:20‐08:35(15) 相見歡。以團康遊戲，各小組與小朋友歡喜見面 

08:35‐09:25(50) 開營。營歌：快樂的朋友，帶動小朋友 

09:25‐09:30(05) 身心寬暢 

09:30‐10:15(45) 尊重父母、師長、朋友。講人分別分成 3個模式讓小朋

友們了解尊重父母，師長和朋友。尊重父母是通過表演讓小朋友了解；尊

重師長是，主講人要小朋友寫卡牌給師長；尊重朋友，主講人用影片讓小

朋友了解，影片的題目是《貴人好朋友》。 

10:15‐10:30(15) 身心寬暢 

10:30‐11:00(30) 尊重生命。藉由這堂課希望讓各位正義勇士，能夠打從

心底願意包容 、尊重他人，不論當下心情如何都要用友善的態度對待他

人，教導大家「理直要氣和，得理要饒人」，不只對人，對待動物也是一

樣。 

11:00‐11:10(10) 身心寬暢 

11:10‐11:20(10) 大合照 

11:20‐12:00(40) 生活知識。讓小朋友對生活常規有一定的認知。 

12:00‐13:30(90) 午齋+午休 

13:30‐13:45(15) 醒神操。歌曲：青春修練手冊，課務組的哥哥姐姐播著

TFBOYS的《青春修煉手冊》，帶領著一群可愛活潑的小朋友開始跳醒神操。 

 醒神操結束之後，小朋友們要求要再跳一次。所以，課務組哥哥姐姐決

定讓小朋友們再“醒神”一次。跳完第二輪的醒神操之後，全體以愛的鼓

勵結束這一個環節。 



105年度原住民技職教育成果報告  55 

 

13:45‐14:45(60) 跑關遊戲。以課程主題來進行闖關，讓小朋友增加課程

的印象。 

14:45‐15:05(20) 整理校園。帶領小朋友整理環境。 

15:05‐15:25(20) 點心時間 

15:25‐15:45(20) 戲劇。 

15:45‐15:55(10) 學習單。讓小朋友寫下活動一天的心得 

15:55‐16:05(10) 愛的叮嚀。 

16:05-16:25(20) 返家。請工作人員協助小朋友返家 

16:25‐16:35(10) 場復 

16:35‐17:05(30) 工作人員返校 

17:05‐ 感恩會。全體工作人員回到學校開感恩會，分享今天與小朋友互

動過程 

 

105年 05月 15日 

 06:50‐07:00(10) 工作人員集合 

07:00‐07:30(30) 工作人員出發 

07:30‐08:00(30) 場佈 

08:00‐08:30(20) 小朋友報到 

08:20‐08:35(15) 早操。歌曲：青春修煉手冊 

08:35‐09:20(45) 登革熱、腸病毒。以洗手歌的方式帶動小朋友，告訴小

朋友洗手的重要 

09:20‐09:30(10) 身心寬暢 

09:30‐10:10(40) 香包 DIY。製作端午節香包，體驗端午節習俗 

10:10‐10:25(15) 點心時間 

10:25‐10:40(15) 學習單。讓小朋友寫下２天活動中的心得 

10:40‐11:55(75) 圓緣。讓小朋友回憶 2天活動的點點滴滴 

11:55‐12:05(10) 返家。 

12:05‐12:30(25) 場復。 

12:30‐13:00(30)工作人員返校 

13:30-感恩會。全體工作人員回到學校開感恩會，分享今天與小朋友互動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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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分享課後的心得。 

社員和小朋友專心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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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姐帶著小朋友一起學習如何保持環境清潔。 

和小朋友體驗端午節習俗-製作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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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同學會 105年 5月 21日於瑞穗天主堂、瑞穗國小辦理「Naluwan  

E起跑跳碰」原住民社區服務，內容為衛生教育、趣味競賽、大隊接

力，希望參與的同學們能在遊戲當中學習團隊活動與精神，培養團隊

默契！工作人員共 15人，學員人數共 200人。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名稱 內容簡述 地點 備註 

8:00~8:30 在警衛室旁集合 
吃完早餐後在警

衛室旁集合、點名 
警衛室旁  

8:30~9:00 從學校出發 

30分準時坐小巴

前往 

瑞穗天主堂 

慈濟科技大

學 
 

9:00~9:30 報到 簽到 
瑞穗天主

堂 
 

9:30~10:00 相見歡 認識大家 
瑞穗天主

堂 
 

10:10~11:00 原住民歌曲教唱 唱唱跳跳 
瑞穗天主

堂 
 

11:10~12:00 衛教 口腔保健 
瑞穗天主

堂 
 

13:30~15:40 趣味競賽 
兩人三腳、大隊接

力… 

瑞穗國小 

運動場 
 

15:40~16:00 閉幕 頒獎 
瑞穗國小 

運動場 
 

16:00~17:30 返校 回慈濟技術學院 
瑞穗天主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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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隊接力！衝衝衝！誰是第一名！ 

 

螃蟹橫行！小朋友們將手勾在一起小心不能將球掉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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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獅社於 105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2 日至花蓮縣志學國小舉辦 YO 獅

第 23屆帶動中小學-小丸子上學趣，在活動中工作人員運用護理專業

知識、護理專業技術還有有趣生動活潑的上課方式與小朋友進行衛教

課程，透過實際操和人員的心得分享讓小朋友知道平常該如何保護自

己，受傷了該怎麼處理!吃飽飯後，也會讓小朋友一起進行垃圾分類，

進而瞭解知福、惜福、再造福的道理，並身體力行。透過這些課程活

動讓小朋友的童年可以留下一筆感動有趣的美好回憶。工作人員共

40人，參加人數共 17人 

 

活動流程 

時間 5/21 配當 內容 負責組/人 

08:30~09:00 30 學員報到 隊輔組/ 王苡婕 

09:00~09:30 3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09:30~10:00 30 開幕 主持人/齊思涵、張恩馨  

9:30~10:00 3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0:00~10:10 10 休息 隊輔組/王苡婕 

10:10~12:00 110 衛教課程 課務組/ 王佳葦 

12:00~12:30 30 午餐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2:30~13:40 70 午休時間 值星官/ 潘姵妤 

13:40~13:50 10 營舞醒神 主持人/齊思涵、張恩馨  

13:50~15:20 100 課程 課務組/ 王佳葦 

15:20~15:50 3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5:50~16:00 20 叮嚀 隊輔組/王苡婕 

16:00  回家 行政組/ 林暶 



105年度原住民技職教育成果報告  61 

 

 

 

活動照片 

 

 

 

 

 

 
 

 

 
 

 

 

 

 

 

 

時間 5/22 配當 內容 負責組/人 

08:00~08:20 20 學員報到 隊輔組/王苡婕 

08:20~08:30 10 開營 主持人/齊思涵、張恩馨  

08:30~09:10 40 大地遊戲 課務組/ 陳宛廷 

09:10~09:20 10 休息 隊輔組/王苡婕 

09:20~10:00 40 運動會 課務組/ 王佳葦 

10:00~10:10 10 休息 隊輔組/王苡婕 

10:10~10:30 2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0:30~11:35    60 結業式 行政組/ 林暶 

11:35  回家 行政組/ 林暶 

 

  拒一口煙就是爭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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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三腳~1、2、1、2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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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社 105年 5月 28日至 5月 29日紫錐花社於瑞穗國小辨理「拒

毒萌芽反毒宣導」原住民社區服務，為了讓小朋友們了解毒品的危害

以及菸的危害，我們準備了課程、小短劇以及情境劇，加深小朋友印

象。在「已毒不回」課程，讓小朋友知道碰了毒品即不能回頭，宣導

關於毒品對身體的危害，以及吸食毒品會對身體造成怎麼樣的負擔。

「食毒久輸」課程，告訴小朋友們如何拒絕毒品的誘惑，以及遇到身

邊的人吸食毒品該如何解決。「別被菸沒」課程，讓小朋友知道菸對

人體的傷害及戒菸專線。「愛愛滋，建愛滋」課程，讓小朋友了解愛

滋的傳染途徑及預防方法，最後讓小朋友知道愛滋病不可怕，並且友

愛愛滋。為響應端午節，勞作時間用紙做粽子，而小朋友們也發揮了

創意在粽子上塗鴉。填寫回饋時，小朋友也給予很多的回應。第二天，

許多小朋友報到的特別早，似乎很期待第二天的活動，而我們也準備

了「小蜈蚣」、「D0 RE ME蘿蔔蹲」、「套圈圈」、「你畫我猜」、「全轉

的足球」、「超級想一想」等遊戲，讓小朋友自由組隊進行闖關。工作

人員 30人，學員 47人。 

活動流程: 

105年 5 月 28日星期六 105年 5月 29日星期日 

08:20-09:00 報到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營 09:00-09:30 開營 

09:30-09:40 休息時間 09:30-09:40 休息時間 

09:40-11:30 闖關課程 09:40-11:10 遊戲 

11:30-11:40 休息時間 11:10-11:20 休息時間 

11:40-12:30 午餐時間 11:20-12:00 回饋 

12:30-13:00 午休充電 12:00- 學童賦歸 

13:00-13:20 營舞醒神   

13:20-13:30 休息時間   

13:30-14:15 大地遊戲   

14:15-14:30 點心時間   

14:30-15:00 闖關課程   

15:00-15:05 休息時間   

15:05-15:35 勞作課程   

15:35-16:00 回饋與團照   

16:00- 學童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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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簽到 開營 

 

 

 

 

 

 

 

 

 

校長贈上感謝狀 團體大合照 

  

課程「別被菸沒」的過程 課程「已毒不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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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社區關懷(105 學年度第 1學期) 

天同社於 105 年 12 月 17 日辦理「Naluwan  E 起訪部落」原住民社

區服務，並且是與鳳林堂區與富田堂區的小朋友們聯合性的帶動，

活動地點於台東史前博物館、比西里岸部落及宜灣教堂。帶領部落

孩子們參訪史前博物館,探索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以提升小朋友

們的民族自信心。館內有許多早期原住民所留下的歷史痕跡，具有

當地文化色彩與各族特有的傳統物品，是小朋友從未看過的東西，

而每位小朋友看了都嘖嘖稱奇，藉由參觀史博館的活動帶領著未來

小朋友對部落的原住民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且激發孩子們真

誠的心去體會與重視原住民文化，也能使孩子們更能了解文化的重

要性，將文化傳承下來以探索未來的方向。也希望小朋友們能讓這

些珍貴的文化持續不斷的流傳下去。參訪比西里岸部落得到的收穫

即為探索當地的阿美族特有的民族特色。下一目的地為宜灣教堂，

由神父帶領小朋友們進入教堂並聆聽神父講道，了解道理中的奧

妙。活動的安排設計包含衛教,教導孩子們照顧傷口的方式,懂得如

何保護自己。透過此次的帶動活動，可使小朋友們更貼近原住民的

文化特色，珍惜文化的每一個意義好好保存，並且用傳承的方式將

這珍貴的文化留存於族人們的心中。也可使小朋友們了解天主教的

道理，且如何去運用這些道理，實踐於日常生活中。工作人員（社

員）15人，小朋友共 28人，總計 43人。 

  2016/12/17（六） 「Naluwan  E 起訪部落」 

時間  活動內容 

0700～0720   集合 

0720～0740  接鳳林小朋友 

0740～0800  接富田小朋友 

0800～1130  抵達史前博物館 

1130～1200  午餐時間 

1200～1220  玩大地遊戲 

1220～1250  衛教 

1250～1310  參觀史前博物館 

1310～1320  拍攝大合照 

1320～1610  出發至比西里岸 

1610～1620  於比西里岸賞海景、拍攝大合照 

1620～1650  於宜灣教堂聆聽神父講道 

1650～202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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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們開心的看到這轉盤特別感到興趣。 

 

叩叩我家門-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家，小妹妹落單了要輸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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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帶領著小朋友實際操作換藥步驟，小朋友表現的很棒喔。 

 
跑跑跑 看誰跑得快誰就是第一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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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獅社 105年 12月 17日至 18日於富里國小舉辦｢幼獅社第 24屆帶

動中小學-探險活寶尋寶記!｣這一次我們幼獅到了富里地區的富里

國小，因為我們都是護理系的學生，主要課程為基本衛教，例如：

燙傷該如何處裡、簡單的傷口包紮。還有一些交通安全的教學，讓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運用到!還有一些有趣的大地遊戲，希望可以

讓小朋友學到更多的知識。工作人員 39人，學員 35人。 

活動流程: 

時間 12/17 內容 時間 12/18 內容 

8:30-9:00 學報 8:00-8:20 學報 

9:00-9:30 小組 8:20-8:30 開營 

9:30-10:00 開幕 8:30-9:30 大地 

10:00-10:10 休息 9:30-9:40 休息 

10:10-12:00 衛教 9:40-10:20 運動 

12:00-12:30 午餐 10:20-10:30 休息 

12:30-13:40 午休 10:30-10:50 小組 

13:40-13:50 營舞 10:50-11:35 結業 

13:50-15:20 課程 11:35-12:00 叮嚀 

15:20-15:50 小組 12:00 回家 

15:50-16:00 叮嚀   

16:00-16:20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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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傷該如何處裡、簡單的傷口包紮課程，讓小朋友學習照顧自己。 

  

組隊進行趣味競賽，一起加油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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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社 

105年 12月 17日、12月 185日於佳民社區辦理:<幸福綠芽體驗營> 

以帶動佳民國小小朋友，活動內容為: 以短劇、校園巡禮、神來一

筆、跑關活動、帶領小朋友參加歲末祝福、製作相框課程。 

工作人員 52人，學員 49人。 

活動流程: 

105年 12 月 17日 

活

動

內

容

報

導 

06:45~07:00(15) 全體工作人員集合 

07:00~07:30(30) 全體工作人員出發 

07:30~08:00(30) 場佈 

08:00~08:30(30) 小朋友報到 

08:30~08:40(10) 相見歡。以團康遊戲，各小組與小朋友歡喜見面 

08:40~09:30(50) 開營。主持人解說感恩與懷舊。學員長營口號「飲水

思源不忘本，感謝父母養育恩。」，請學員不要趴在隊輔哥哥姐姐的

身上。吃飯前要洗手；營歌-黃金衝浪板，來帶動小朋友。 

09:30~09:35(05) 身心寬暢 

09:35~09:55(20) 短劇。利用課程及表演來讓孩子們懂得珍惜及感恩，

再用問題的方式來讓孩子說出自己的回憶並且分享，讓對舊校舍的回

憶更加深刻，對新校舍的新建抱有感恩心，最後由學園長提問讓小孩

回答，希望他們可以記住今天所學的一切。 

09:55~10:05(10) 身心寬暢 

10:05~11:05(60) 校園巡禮。藉由校園巡禮來更仔細地看看自己的校園，

在操場及校園的活動，讓小孩子們在舊校舍再次留下美好的回憶；藉由巡

禮讓孩子們不要忘記這裡的一切，最後回到風雨教室，用想說的話寫在生

命之樹上，讓在舊校舍的回憶都成為最珍貴紀念。 

11:05~11:15(10) 身心寬暢 

11:15~11:55(40) 神來一筆。在校園巡禮後，隊輔們帶著學員到各教室裡

面，讓他們用畫筆將對舊校舍的回憶彩繪出來，學員面帶懷念、回憶起這

幾年在學校的點點滴滴，有歡樂也有淚水交織在一起織成一段段回憶，有

的學員畫出自己的教室、有的學員畫出操場、有的學員則畫出自己在學校

的各種趣事。活動最後，課務組邀請小朋友上台跟大家分享自己對舊校舍

的懷念與不捨以及對新校舍的期待與雀躍。 

11:55~13:30(95) 午齋+午休 

13:30~13:40(10) 醒神操 

13:40~13:45(05) 身心寬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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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15:45(65) 講師課-孝親的重要。「體驗媽媽」，先讓學員們觀看懷

胎十個月的影片，看到媽媽的肚子慢慢變大，活動越來越不方便，出現很

多不舒服的反應，只為了將肚子裡的孩子生出來。因此這次藉由穿戴假肚

子讓學員們帶在身上，體驗彎腰和翻身的辛勞。 

「體驗爸爸」，則是他們搬重物來回奔跑，體驗爸爸每天背負著家庭的重

擔來回奔坡、辛苦賺錢。 

「孝親體驗」，透過學習按摩來幫父母消除身體上的疲勞，也讓學員開始

去思考要用什麼方式來孝順父母、省思起自己之前的生活。 

15:45~15:55(10) 我的下午茶 

15:55~16:10(15) 心得分享。小朋友分享一天下來的心得。 

16:10~16:15(5) 愛的叮嚀 

16:15~16:30(15) 返家。工作人員協助小朋友返家。 

16:30~16:45(15) 場復與賦歸 

16:45~17:15(30) 全體工作人員賦歸 

17:15~ 感恩分享會。全體工作人員回到學校分享今天與小朋友互動過程。 

105年 12月 18日 

活

動

內

容

報

導 

06:45~07:00 集合全體工作人員集合 

07:00~07:30 出發全體工作人員出發 

07:30~08:00 場佈 

08:00~08:10 發車(3 部車) 

09:00~11:00 歲末祝福 

11:30 之前發車(回佳民國小) 

12:00~13:30(90) 午齋+午休 

13:30~13:40(10) 醒神操 

13:40~13:45(05) 身心寬暢 

13:45~14:25(40) 框住幸福。利用不要的紙箱，可以廢物利用，珍惜物

命，原來我們用不到的東西卻可以做出這麼有意義的東西，每一個小

朋友畫出的東西都是獨特的，風格也不相同，也可以看出他們心中的

夢想藍圖。 

14:25~14:35(10) 身心寬暢 

14:35~15:40(65) 闖關活動。利用闖關活動增加課程印象。 

15:40~15:50(10) 身心寬暢+學習單。讓小朋友寫下２天活動中的心得 

15:50~16:50(60) 圓緣。讓小朋友回憶 2 天活動的點點滴滴 

16:50~17:05(15) 返家。請工作人員協助小朋友返家 

17:05~17:20(15) 場復與賦歸 

17:20~17:50(30) 全體工作人員賦歸 

17:50~ 感恩分享會。全體工作人員回到學校開感恩會，分享今天與小朋

友互動過程。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72 

 

 

工作人員介紹組別給小朋友認識。 

和小朋友一起跳營歌-黃金衝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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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小朋友一起畫畫。 

 

藉由圖畫多了解小朋友心中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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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社 105 年 11 月 19 日於國立臺灣史前文物博物館辦理「拒毒

萌芽反毒親子宣導暨原住民文物認識-LINE 家族大集合之我要向前

衝」原住民社區服務。(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慈濟科技大學紫錐花社帶動中小學，一路從慈濟科技大學出

發，大清早紫錐花社的同學們集合迎接小朋友，坐上遊覽車之後開

往，這次的主題是「拒毒萌芽反毒親子宣導暨原住民文物認識-LINE

家族大集合之我要向前衝」，除了要讓小朋友們認識原住民文物及文

化外也宣導毒品的危害，參與成員中也有家長在一旁陪伴，讓宣導

效果不只反映在小朋友身上，更深入家庭中。 

    到達目的地以後，進入博物館大家帶著期待的心情等待導覽員

替我們解說，過程中看見許多文化古物和文化遺產，例如:生物演化

的過程、人類的發展、原住民石棺文化等等，都讓小朋友們十分的

感興趣，到達每一條展覽長廊都像發現新大陸一般，紛紛地和隊輔

們表達自己的愉悅和興奮，隊輔們也和小朋友分享自己的心情，互

相討論交流，除此之外小朋友們在聽解說時也非常的安靜配合導覽

員的指揮，讓整個流程都很順利的進行。 

    結束導覽後帶著小朋友到廣場進行反毒宣導課程，要讓小朋友

了解毒品和菸隊我們的影響，教學題目包括「青春不菸沒」讓小朋

友知道吸菸之後身體會有什麼影響，了解除了二手菸以外較少聽過

的三手菸，以及菸的成分和戒菸專線等等；「毒不一時」教導小朋友

如何拒絕毒品，例如拒毒八大招，使用短劇的方式讓小朋友覺得很

新奇，更加吸引小朋友的注意；「毒 High 有害」說明吸食什麼樣的

毒品後會有什麼症狀，像是 FM2 造成嗜睡、吸食大麻會膀胱萎縮等

等，利用活潑的方式和小朋友解說毒品及菸的危害，課程結束後搭

配有獎徵答，了解到小朋友是否有吸收到上課的內容，跳脫枯燥乏

味的一般課程，讓小朋友更有興趣了解毒品及菸害。 

    下午午餐結束後的杯墊 DIY 和自由活動時間更讓小朋友和隊輔

間的感情更加親密了，從一大早的互不相識到過程中和樂融融最後

結束時的依依不捨都讓旁人看了非常有感觸，帶動中他們的每一個

笑容都是讓我們再次舉辦活動的動力，一整天下來大家都非常的開

心，也因為工作人員間的互相幫助和配合，讓我們度過了愉快的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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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名稱 內容簡述 

06:15-06:20 工作人員集合  

06:20-06:30 小孩子報到 學員簽到 

06:30-09:45 出發到史前文化博物館 車程 

09:45-10:00 休息和集合 休息時間 

10:00-12:00 博物館的課程 博物館參訪 

12:00-12:30 午餐時間 用餐 

12:30-13:00 午休充電 休息 

13:00-13:20 營舞醒神 活動筋骨 

13:20-13:40 大地遊戲 反菸拒毒團康遊戲 

13:40-14:30 闖關課程 介紹菸毒的危害、愛滋宣導 

14:30-14:45 回饋與團照 回饋單填寫 

14:45-18:00 賦歸  

 

  

準備出發囉!! 小朋友認真聽導覽員解說 

 

 

 

 

 

生動短劇教學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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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人文護理關懷營－護理我當家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為了增加國中生對護理系的認識，護理系學會舉辦了兩天一

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護理我當家，舉辦日期為 2016年 4月 9日至

2016年 4月 10日兩天一夜，參與學員共 96人，前來參與的國中一

共 28所，西部 15所，東部 13所，報名相當踴躍；為了讓學員能在

這次的課程中快樂學習，各組的組員都身兼數職完成每項任務。 

    活動的第一天工作人員合作無間，儘管對舞台有些生疏，工作

人員還是以歡樂的氣氛迎接學員，只為了減少學員們的不安感。其

中有許多學員是第一次參與護理人文體驗營，這次的課程內容包含

新生兒沐浴、孕婦體驗、老人體驗、酒駕體驗、包紮固定、CPR，一

共 6種課程，從課程體驗中體會到護理人員在醫院中扮演哪些角色，

可以執行哪些護理。 

    生活組的組員一大早前往準備餐點，學員也精力充沛參與每一

場課程；資編組的組員精心捕捉每一位學員及工作人員辛苦的畫

面，做成精彩的圓緣影帶；活動組精心策畫每一堂課程，讓學員實

際去體驗，帶給學員不同於以往的體驗與感受；機動組更是機動的

協助各功能組，使學員們都能順利進行每場課程和活動；每位隊輔

都能與學員培養出良好的默契，並關心與解決許多學員的問題，使

學員們樂不思蜀。總召、學員長皆形影不離在整個課程中，就是為

了隨時掌握學員的狀況，並及時給予處理。 

    在團康活動中每位學員都很熱絡的搶答，也很積極地爭取得分

的機會，在最後活動的尾聲學員也上台分享心得，台東池上國中沈

妮蓁同學說：「晚上的影片讓我有新的體悟，爸爸得了罕見疾病，兒

子逼不得已只好離開爸爸的身邊，要是有一天我的家人也生病了要

我離開他們，我真的沒辦法接受，我會更加珍惜身旁的每一位親人，

我想說我愛你們。」 護理人文體驗營雖只舉辦短短的兩天，但學員

們在兩天的活動中都收穫滿滿並結交了新朋友，在課程及遊戲中學

習到豐富的護理知識，了解慈濟人文的特色，並期許自己在未來的

路上能把護理成為升學方向之一。工作人員 48人，學員 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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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9（六）〔第一天〕 04/10（日）〔第二天〕 

1100 

1150 

歡迎光臨護理我當家 

報到【B1國際會議廳】(50) 
0630 

0700 

盥洗 

【致美樓】 

1150 

1220 

歪哥會診啦! 

開營典禮【B1國際會議廳】(30) 

0700 

0710 

歪哥第二次會診 

集合【三舍門口】(10) 

1220 

1240 

Spot學跳舞 

教營舞【B1國際會議廳】(20) 

0710 

0750 

Arlo Mom愛的叮嚀 

早餐【B1國際會議廳】(40) 

1240 

1300 

Arlo 遊校園 

認識校園【校園】(20) 

0750 

0820 

放行李、簽到 

【B1國際會議廳】(30) 

1300 

1340 

跟著Spot動ㄘ動 

團康遊戲【前川】(40) 

0820 

0900 

       Butch 士官長來教課 

課程體驗【分組教室】(40) 

1340 

1350 

恐龍寶貝悠閒時光 

身心寬暢【分組教室】(10) 
0900 

0910 

恐龍寶貝悠閒時光 

身心寬暢【前川】(10) 

1350 

1430 

Butch 士官長來教課 

課程體驗【分組教室】(40) 
0910 

0950 

跟Spot、Arlo動ㄘ動 

團康遊戲【前川】(40) 

1430 

1510 

Butch 士官長來教課 

課程體驗【前川】(40) 

0950 

1020 

Arlo的內心世界 

寫回饋單【B1國際會議廳、外】(30) 

1510 

1520 

恐龍寶貝悠閒時光 

身心寬暢【前川】(10) 
1020 

1100 

護理我當家 

回顧影片【B1國際會議廳】(40) 

1520 

1600 

Butch 士官長來教課 

課程體驗【前川】(40) 
1100 

有緣再相見 

歡喜賦歸【B1國際會議廳】 

1600 

1640 

Butch 士官長來教課 

課程體驗【分組教室】(40)  體驗課程： 

1.【健康評估實驗教室】老人體驗 

2.【內外護理學實驗教室】包紮固定 

3.【北階護理教室】酒駕體驗 

4.【兒科實驗教室】孕婦體驗 

5.【產科實驗室】新生兒沐浴 

6.【南階護理教室】心肺復甦術 CPR 

1640 

1720 

Butch 士官長來教課 

課程體驗【分組教室】(40) 

1720 

1820 

Arlo Mom愛的叮嚀 

晚餐【B1國際會議廳】(60) 

1820 

2020 

吼~護理我當家劇場 

影片欣賞【B1國際會議廳】(120) 

2020 

2050 

恐龍寶貝的星空時光 

寫卡片【B1國際會議廳(30) 

第一小隊&第二小隊：1-2-3-4-5-6 

第三小隊&第四小隊：2-3-4-5-6-1 

第五小隊&第六小隊：3-4-5-6-1-2 

第七小隊&第八小隊：4-5-6-1-2-3 

第九小隊&第十小隊：5-6-1-2-3-4 

2050 

2100 

恐龍寶貝悠閒時光 

準備安單 

身心寬暢【分組教室】(10) 

2100 
交班 

盥洗/安板【宿舍】 

備註：營本部：B1國際會議廳 

     護理系會議室(TEL: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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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與學員跳營舞 團康遊戲學員踴躍發言 

  

學員認真聽老師講心肺復甦術課程 學員認真聽講如何正確使用繃帶 

  

學員體驗產求正確的使用方式 體驗老人日常生活，幫助老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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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人文護理關懷營－腦筋急轉彎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2016年 12月 10日至 11日，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學會舉辦「2016

護理人文體驗營-腦筋急轉彎」兩天一夜的營隊，其目的是讓參加的

人都能藉此次營隊了解護理為何，讓人知道護理除了專業之外，其

實還有許多有趣的地方，進而增加就讀本校護理系的意願。此次，

參加營隊的六十九位學員是來自全台各地的國中學生，由日間部二

技部、五專部及四技部護理系的學生們擔任工作人員。 

    人文營裡包含傷口化妝、傷口包紮、老人體驗、孕婦體驗、新

生兒沐浴等五堂體驗課程，使學員可在課程中啟發未來對護理的熱

忱。營隊活動開始前，校長特地撥空前來關心工作人員準備的情形，

開營時護理系學會指導老師林淑芬則期許學員，在兩天一夜的營隊

中能熱情參與、細細品味，擁有滿滿的收穫。 

    透過每堂課講師的精心準備與介紹，希望能讓學員了解護理的

奧妙。孕婦體驗課程，老師訴說著懷孕會有的症狀及不適，過程中

也讓學員體驗穿上模擬懷孕七個月的孕婦裝，使他們了解為何孕婦

總是撐著腰、走路很緩慢，為了讓學員更能體會孕婦生活上的不便，

更是帶領大家上下樓梯、穿鞋、在地上撿東西及坐下…等，體驗媽

媽懷孕過程中的總總不便之處；新生兒沐浴課程，講師用幽默風趣

的方式將新生兒清洗步驟一一解講，當下聽課氛圍甚是熱絡，有學

員分享「原來幫寶寶洗澡還需要注意如此多的小細節，這讓我學會

做事情要更用心和認真。」；化妝傷口課程，老師藉由新穎輕巧的手

法教導學員如何使用各種工具畫出一個逼真的假傷口，學員們紛紛

認真投入製作出一個屬於自己的作品，也各自將用心付出學習後的

成果帶回家留做紀念；包紮傷口課程，學員踴躍的熱烈反應，總是

能舉一反三的回答老師出的考題。過程中學員分成三組練習不同的

包紮技巧，學會後不僅是救人，更可以自救；老人體驗課程，學員

梁冠捷表示「很難走動，就連撐著枴杖也會不小心撞到講桌，所以

之後若看到長輩走很慢，也不會去催他，反而會去幫忙。」 

    在營隊中大家學習到許多和以往不同的知識，發揮了團隊及互

助的精神，即使課程全是第一次接觸與認識，學員們都不曾拒絕學

習，就此氣餒，反而會彼此互相打氣，更加認真的參與，這就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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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最大的收穫。靜思語說「不要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

能。」，相信經過兩天一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每位學員都能帶著所

學到的新知識與在活動中的感動回憶，在未來能對護理有無限多的

熱忱。 

 

活動細流: 

一、12/10(六)活動細流說明 

1、08:00工作人員於國議廳集合(有備早餐)。 

2、火車站接學員:機動組 2人(11:50、12:20兩班車)、校門口迎接學員:機動

組 2人。 

3、文書組準備指引牌、簽到表；器材組準備器材；隊輔組協助學員放置行李。 

4、學員報到後用午餐時間到 13:20；課務組需提前準備課程並保管道具。 

5、開營流程:學員長介紹→護理系主任致詞→生活禪教學→功能組介紹。 

6、課程開始由對甫引令學員至各教室，換關時間資編組放音樂。 

7、生活組協助準備身心寬暢及晚餐(唱感恩歌)。 

8、團康遊戲由隊輔當關主。 

9、課程結束後由學員長及隊輔帶學員回宿舍，其他工作人員留下整理環境收拾

場地。 

10、在學員欣賞影片時，各功能組長級至營本部開檢討會。 

二、12/11(日)活動細流說明 

1、07:10隊輔在三舍門口協助學員整隊帶至餐廳用早餐。 

2、07:30唱供養歌後開始用早餐，課務組需提早用完早餐準備課程。 

3、08:00整隊後帶至國議廳跳營舞。 

4、08:20開始分組上課。 

5、09:10團康遊戲。 

6、09:50發回饋單給學員寫。 

7、10:20觀看回顧帶。 

8、11:00機動組送學員至火車站回家，其他工作人員留下整理環境收拾場地並

開檢討會。 

9、課務組驗課，確認授課場地及教具用品；隊輔組驗隊呼、團康遊戲教學講解。 

10、學員長教唱營歌/舞，各功能組報告進度，下次籌(三)時間:12/07(三)12:30

在北階護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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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從穿孕婦裝中體會慈母懷胎茹

辛，行善行孝不能等。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老人生活一日

初體驗成功。 

  

隊輔親切的協助學員將三角巾固定

於頸後。 

化妝傷口創意創新，學員認真製作出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 

  

老師與學員細心的為寶寶包裹浴

巾，用愛呵護新生命。 

全體學員及工作人員大合照，願彼此

在護理人文體驗營中擁有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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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講座「太陽的孩子」(教學卓越計畫) 

105年 3月 29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講座－－太

陽的孩子，播放影片「太陽的孩子」為改編自花蓮港口部落阿美族

舒米．如妮復耕海稻米之真實故事，師生共計 353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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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太陽的孩子」心得 

  五二丁 10359187 張芷筠 

    今天慈濟科技大學的原住民事務組舉辦了「太陽的孩子」電影

賞析，並藉此活動使學生學習到原住民文化資源傳承以及強化母

語、技藝與文化素養。而我本人也是一位阿美族，但是因為家人工

作緣故，出生後就在台北生活，後來才又搬來了花蓮生活直到現今，

所以藉此活動我又更加地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電影一開始就有提及到賣地的問題，有一名土地仲介問小女孩

家裡有沒有要賣土地，這就讓我想到我的親戚有很多人都有類似經

驗，把土地賣了。然而影片中的小女孩也因阿公得了肺癌差點要把

土地給賣掉了，但是因為媽媽阻止所以後來沒賣土地，並且很積極

的想要把水圳修好，而在尋求幫助的時候卻又被一次一次的退回，

後來是因著部落的村民們合力幫忙才把水圳修好，而且做了些簡易

的宣傳，包含電腦的宣傳。而這一切都因大家的幫助而開始好轉，

不過卻發生了村民都不能接受的大事。 

    一位阿嬤的土地突然的要被政府收回蓋停車場，因此媽媽跑去

政府機構問是怎麼回事，不過卻只得到了一個無理的答案，而唯一

的解決方法卻只有打官司，所以後來雙方就決定至少等到收成後再

收回給政府。不過這世界卻是如此的無情，在未收成前挖土機就已

經來到了部落裡，準備開工，而這時所有的村民就都出來抗議，但

是有警察卻來壓制。而在壓制的當時，一位阿嬤問了一名警察說：「孩

子，你的部落在哪裡?」，而那名警察就停了下來，不過結果卻還是

無法阻止土地被收回。可是最後還是將所種的都賣出去了。 

    看完這部電影後我對於我身為原住民感到非常驕傲，因為原住

民擁有那份勇敢和堅持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阿公、阿嬤當時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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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年代並沒有受甚麼教育，所以講實在的就是常常被政府騙，因此

輕易地賣掉了土地。所以我在此學習到自己的家園就要自己好好的

保護、彼此之間要互相幫助還有做人一定要說到做到。 

 

太陽的孩子播放現場 

 

致贈結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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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海稻米的願望」 

105年 5月 2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講座「海

稻米的願望」，主講者為舒米．如妮(阿美族)，師生共計 332人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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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米說：「你一定要會做夢!」，去尋找能讓自己實踐的夢想。

 

工作人員與舒米．如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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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海稻米的願望」心得 

護五一甲 

◎柳詠怡：一步一步的努力、一步一步的付出，都一定會有美麗的

收穫，或許辛苦、或許很累，但每一個成果都是農民們的成就，

只要肯做，不可能都將成為可能。 

◎張蓁渝：我們的傳統我們來守護！我們用保護稻米的方式，創造

屬於我們價值。 

護五一乙 

◎呂霈宜：因為有好的開始，才能成就現在的美景。  

◎呂芷妘：看了影片其實很感動，因為有一人站出來為這些土地發

聲，所以大家也同心協力一起來完成這些事情，只要有心沒有做

不到的事。 

◎方映潔：看到原本雜草叢生的土地，回到現在的綠意盎然，就覺

得不可思議！20年前的現在重現在眼前，這感動是多麼寶貴。 

護五一丙 

◎江巧馨：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努力到最後，無論發生了什麼，每個

人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根本。 

◎杜維勒：只要你記得自己是誰，就是救回文化的一大步，別忘了

你的家鄉，別給他們開發或不像家的模樣。 

護五一丁 

◎許哲睿：任何事情都一樣，很多事情都會隨著時間慢慢的消失殆

盡，但是舒米‧如妮女士卻不輕易放棄，平常人們總是怕麻煩，

但她卻願意花費時間、精神為了村民而努力。 

◎楊雅婷：我也希望我也能像舒米‧如妮老師一樣去為部落貢獻，

復育祖先的土地，重現祖先古老的手法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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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瓊涵：看了這個紀錄片，從一個廢用，到美麗的石梯田，看見

紀錄片裡的人是多麼投入在其中，這是幸福的。 

護五一戊 

◎黃聖慧：期許彼此要勇敢做夢、自己能為部落奉獻、自己能使自

己的文化繼續延續和傳承下去。 

◎古娜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辛苦是有代價的，他們真的很努

力，又都是老人們，真的真的很辛苦。 

護五二甲 

◎彭姿菱：老師說的沒錯:沒有土地就沒有文化，也就沒有部落了。 

◎陳楨：石梯坪修復故事裡，村民與土地的感情深厚動人，我非常

感動。我是一個住在城市裡的孩子、對大自然沒有太多的依賴，

也自然沒感情，但看見那些願意親手復耕梯田、拯救梯田，將美

好土地留給下一代的人們，我開始有了感觸。 

護五二甲 

◎王莛萱：因為人的貪念，毀了整個生態系…。希望能有更多像舒

米‧如妮一樣為土地發聲的人出現，現在的我還沒能力，或許以

後我也能和講師一樣。 

◎黎晏瑜：講師的願望說起來很美好，實際上卻困難重重，許多人

抱著看戲的心態，有支持的聲音，也有懷疑的眼光，不過講師並

沒有就此放棄，這種精神很令人敬佩，畢竟很多人會在還沒行動

前就說放棄。 

護五二丙 

◎王蓁蓁：在影片裡，從尋求幫助、引水、以祖先傳承下來的經驗，

灌溉及修復梯田，真的很辛苦，但因為大家的努力不懈，才能造

就這幅美景，自然農耕、零農藥，以不傷害田地的方式進行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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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田的一種愛護及珍惜。 

◎林耀偉：美麗的東海岸，是我生活的的地方，更是我的家鄉，希

望一代代能一直保持，美麗的風景、人文，原住民的樂觀、開朗，

都是我們勇往前進的力量! 

◎林若恩：不管是自己還是團體生活，我們都要像港口部落的原住

民一樣，不管再大的難關，都不要半途而廢，關關難過關關過，

只要努力沒什麼是完成不了的。 

護五二丁 

◎金慧婷：透過影片，讓我知道我們所生長的土地，不要因著科技

的發達而隨著世代改變，而是要保存先前祖先們所留下的精神及

愛護，讓我們一代接著一代的傳承及保護下去。 

◎周慧筑：看完後，覺得敬佩多於感動，四年的努力，沒讓任何人

失望，只讓每個人看見希望。 

◎吳詩瑜：看見他們每個人都如此的分工合作，一起努力的樣子，

覺得非常觸動我的心，因為現在的環境真的需要大家一起來恢復

以及守護，當然恢復是一回事，該如何維持才是最重要的，看見

他們如此愛護他們的土地，真的是我們現代人應該學習的。 

護五二戊 

◎楊心怡：族裡的老人都非常的投入這項復育工作，並說了一句話：

「如果有人給了我們機會，我們不去做，我們就不會成長。」讓

我感觸很深。 

◎陳思宇：舒米‧如妮當時回到部落，什麼都沒有，到看看現在的

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若沒有她，就不會有海稻米，有時候只

差一個念頭，結果就會發生巨大的改變。 

◎高芷涵：文化是我們的回憶，是祖先的智慧，而這些將一代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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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傳下去。 

護五三甲 

◎黃雅鈞：看完這影片後，我覺得只要有人去做，去守護，去維持，

都會有人在背後支持你、幫助你，維持以前的樣貌，要大家一起

去努力完成的，光靠一個人的力量是沒辦法。 

◎陳志強：這次的影片讓我省思了很多事情，這不僅是土地的改變，

是態度的改變，是價值的改變，這讓我發現任何事都是由自己的

雙手來改變，只要多有正面的想法，只要有一個永恆的實行，就

能達成。 

護五三乙 

◎侯昀玔：我只看影片就覺得很感動了，更何況是親眼見證的部落

居民，希望有越來越多像舒米老師一樣的部落之光，可以為原住

民部落帶來更多的貢獻。 

◎田詩媛：影片中講述了講師舒米‧如妮一開始的準備到最後的成

功，過程中有辛苦、有淚水、有快樂，但即使過程並不容易，她

們還是成功了，保存了最古老的耕種方式，也善待環境、永續經

營。 

◎李玟：人要去創造機會，並不是在原地等待，從影片可以看得出

來，四年的過程，雖然久，但是成果是好的、圓滿的，這辛苦必

能得到回報。 

護五三丙 

◎簡紫薇：影片裡頭看著他們努力的耕作，讓那片美麗的石梯坪重

生，看著他們開心的笑容，那瞬間真的很令人感動又溫馨，少了

一人，相信這修復的過程中也不會如此的順利！ 

◎伍家威：即使復育的路程，過程中都很艱辛，只要秉持著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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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頭，都能完成。 

◎黃柏軒：講師在這過程中，不斷找尋自己的歸處，最後，回到了

自己的家鄉「港口」，找到了以前所遺失的東西，得到了心靈最溫

暖的住所，努力的維護自己的文化。 

護五三丁 

◎陳湘婷：以自然農耕，無農藥的方式來種稻，不破壞生態，也讓

我們吃得安心，可是這種農耕方式，又需要花更多的力氣來照顧，

覺得他們很辛苦，所以每次吃飯要把飯粒吃光，不要辜負農民的

辛苦。 

◎邱子婷：順其自然，不要阻撓回去的路，讓河流教會他們回報。 

◎賴昀瑄：我看見的不只是港口的梯田，而是港口部落最讓人感動

的村民們。 

護五三戊 

◎黃珏玟：當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價值，才領悟要去珍惜及保護它，

我現在慢慢能體會到這句話，也同時點醒了我要重視自己的文化。 

◎陳曉雯：只要有心，一定可以做到。為了部落也為了自己的族群

完成夢想。 

◎黃文萱：也許我們只是缺少一個領導者帶領我們，把以前的田重

新呼喚回來，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就怕你不敢。 

護五四甲 

◎王劉子郡：人只要有願，沒有什麼事是做不到的，就像影片中部

落的人們，用人工的方式整地、開闢梯田，讓原本荒草叢生的石

梯坪變成看了心情就變好的美麗稻田。 

◎蔡予柔：看著影片中農民收割時的笑顏及宏亮的笑聲，看得出來，

雖然人是辛苦的，心卻是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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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五四乙 

◎周慧憫：最點醒我且銘記在心的是，不管每個人的出發點為何，

為的始終是維護自己的土地。 

◎徐霈思：但願自己以及現代每一位原住民的青年都能夠學習講師

的精神，並仿效講師的作為，不一定要種田，也可以做一些其他

有意義的事。 

護五四丙 

◎金聖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不要忘了自己

的源頭。 

◎林辰君：只要真心渴望一件事，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楊詩涵：在這分享中，我知道一個部落不能單靠一個人努力，而

是要大家一同為未來打拼，才能讓部落更進步而非退步。 

護五四丁 

◎陳奕璇：我們要像長輩一樣，讓所有人都為原住民驕傲，原住民

站起來，為我們家鄉一起努力，付出無所求，我們可以的。 

◎賴貞錡：影片中雖然復育成功了，卻和中間紅紅大大的「售」字

有強烈對比，大自然給了我們一個美麗的環境，我們應該要與它

共存而不是破壞它。 

護五四戊 

◎廖鳳如：講師說:「阿公說:看著海，人生就是如此」。 

◎蔡芮旋：有時候你覺得是最晚的時候，恰恰是最早的時候，鼓起

勇氣去做一定會成功。 

◎林靜如：原住民，台灣是我們的家，我們必須愛它、了解他，也

得做些對自己的家有幫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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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講座「祖靈的叮嚀」 

105年 10月 5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多元文化

講座－－祖靈的叮嚀」，講師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阿美族) ，

師生共計 376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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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的分享讓大家更了解阿美族的文化，他將自己的生活融入到部落裡，

也鼓勵學生多去認識自己的部落，把自己投入其中會很快樂。 

 
阿努透過歌聲、創作及對長者的嚮往懷念，發行了屬於自己族群的唱片，

讓更多人看見原住民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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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講座「祖靈的叮嚀」心得 

護五一甲 

◎林劭祈:聽完阿努的經歷後，讓我重新認識對部落的熱情，也想為

部落、這個土地上付出的人們說聲謝謝，謝謝他們的堅持，才能

讓後代的我們有這麼珍貴的文化，而我們的語言和歌聲是最美的

傳承。 

◎雲佳玲:聽完之後，我要盡量將自己的族語努力學會，把一些傳說

故事傳承下去，因為這裡面都包含很美的價質。 

護五一乙 

◎林閔均:透過學習古謠，認識自己族群的傳說故事，把自己所學的

所會的傳承下一代，能為祖靈做的事就是傳承自己的文化! 

護五一丙 

◎潘黎微:面對演講老師，我很感謝他一路以來的努力和成果，因為

才有機會與我們分享他的經歷。要堅持自己、勇於做自己，努力

是會有成果的。儘管努力到最後並不是得到自己所期許的樣子，

但卻比別人得到更多的經歷。 

護五二甲 

◎林雅慈:很多事情都有可能是促使你去做某件事情的原因，藉由這

個動力去讓自己達成某件事。音樂不管你是什麼情緒聽了都會覺

得很舒服，部落的音樂總是讓我很感動。 

護五二丙 

◎胡婉儒:身為原住民的我們，要有責任及義務去傳承祖先所留下

的，如果我們沒有去守護，那麼我們自己的文化就葬送在自己手

中了。現在我要好好的學習自己族群的文化、學好母語。 

護五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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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婷:用音樂傳揚文化，多多了解自己部落的美景與文化。演講

人唱了古謠，我深深的被歌曲所吸引，雖然聽不懂，但是我也該

好好去學習自己部落的歌曲、多學族語。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化被

遺忘，要讓文化能繼續流傳下去。 

護五二戊 

◎尤惠欣:希望所有遠在他鄉求學的部落子女，將來可以帶著自己所

學得回到家鄉、服務家鄉。在外經歷了大風大浪後，還肯深愛著

部落、為部落付出。 

◎黃聖慧:在從小生長的部落裡，追隨著耆老的步伐，享受著最原始

的部落生活，從事著每個老一輩所做的事情，更是負責任的、驕

傲的帶領部落青年延續屬於自己的祭典儀式。 

護五三丙 

◎吳诊潓:演講者透過追尋自我的方式，建立自我定義。透過原住民

的歌聲和自己的靈感去創作，以音樂的方式來共同傳達自己的想

法，來幫助跟他一樣找尋自我定義的人。透過這個演講，我瞭解

到原住民單純、淳樸、神聖的傳統儀式，也讓我知道追尋自我的

同時，也要付出實際的行動，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和理想。 

護五三戊 

◎林雨璇:只要自己堅持，做了自己所熱愛的事，一定會有好結果，

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好對象。 

護五四戊 

◎張雅婷: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都忘了自己從何來，甚至是遺忘自己

的族群文化，去到城市更是忘了榮耀祖靈、逃避承認是原住民，

害怕世俗的眼光就忘了展現自己的才華、隱藏自己的身分。每個

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文化故事及歸屬，就等著我們去尋根、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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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編織傳統新織路」 

105年 11月 1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與圖書館聯合舉

辦「105年駐校耆老系列活動－多元講座：編織傳統新織路」，講師

為許美珠耆老與張阿美耆老(太魯閣族)，全校師生共計 320人參與

(教學卓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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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編織傳統新織路」心得 

（撰稿、拍照：圖書館資訊服務組 陳惠玲   拍照：圖書館採購組 張玉瓊    2016/11/17-24） 

    11月 17日晚上六點，智耕樓國際會議廳，由圖書館與原住民事

務組共同辦理，舉行第二屆駐校耆老系列活動之文化講座「編織傳

統新織路」，邀請全校師生參與。 

    講座由圖書館謝易達館長主持，首先，請年輕一輩的太魯閣族

人及熱心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年輕人來分享歷程與想法，依序分別由

花蓮縣原住民族生活產業協會黃夏凡理事長、多加巧藝工坊陳子玄

老師、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白秋豪同學、東華大學林高鳳同學

及慈濟大學傳播系黃亦鋒同學一一上台，接著邀請太魯閣族許美珠

耆老與張阿美耆老共同上台，分享部落故事，並給莘莘學子們期勉

與鼓勵。 

同學的心得回饋中，身為太魯閣族的伍家威同學認為:「只要肯

了解，多和長輩聊天也多少能夠學習自己的文化，也只要有心，就

能夠和自己的文化更進一步!」 

五專護理科五年級即將畢業的方雅嫺同學提到:「即使到外地工

作，也不要忘記自己家鄉的傳統文化，不要讓部落裡的長輩失望，

要和台上的講師一樣記得自己原本的樣子，屬於原本自己的傳統。」 

阿美族的楊雅婷同學表示：「雖然與講師的族群不同，但都有維

護部落和傳承文化的使命，希望心中能夠有那延續文化的熱忱，接

續祖先的技術、知識、智慧。」 

同學心得單裡，滿滿文字的回饋，無法全部表述，期許這份彼

此成就的感動，能夠有更多原住民族同學帶回自己部落家鄉，將傳

承用實際行動落實。 

圖書館舉辦的兩場傳統編織實作 DIY,其實也是傳承與創新，分

別在 11月 17日與 11月 24日兩天的下午 13:30，於花道教室，邀請

鄒族梁淑琴老師與太魯閣族陳子玄老師進行傳統編織融入創意的實

作教學。 

11月 17日第一場梁淑琴老師的編織實作，教幸運手環 DIY，駐

校耆老許美珠耆老與張阿美耆老也來到教室現場陪伴大家上課。梁

老師雖是鄒族人，對於苧麻編織充滿熱情，當天教導學員用苧麻繩

打田字結，並取吉祥意涵，命幸運手環為萬事如意結，老師細心教

導，師長同學專注結繩，有師長領悟編法並自行自創，教學相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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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融融。 

11月 24日第二場陳子玄老師的實作，教手工織布盒 DIY，太魯

閣族的陳子玄老師表示，過去會在社區開課，當日參加的師長同學

非常幸運，手工織布盒 DIY 是第一次公開教學，布料來自部落婦女

親手織造，每一塊布都是純手工完成。而織布盒除了一般常見裝印

章外，也可以當零錢盒或裝小東西，用途依個人自由發揮。當天手

作師長同學彼此互相協助，作品完成相當迅速，最後，大家開心的

拿著自己的作品與講師合影，整個第二屆駐校耆老系列活動也在此

刻圓滿結束。 

 

 

  

▲太魯閣族駐校耆老上台分享。 ▲同學專注聆聽勤寫筆記。 

 
 

▲同學高興的與駐校耆老合影。 ▲駐校耆老與來賓、師長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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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的梁老師戴口罩忍著不適，耐心

教導學員。 
▲圖書館同仁致贈講師結緣品。 

  

▲師長同學歡歡喜喜拿著作品與駐校耆

老及講師合影。 
▲陳老師教導師長織布盒黏貼。 

  

▲手工織布盒作品展示。 
▲師長同學非常開心的拿著 DIY作品與

講師一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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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體驗營--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 

105 年 6 月 4 日於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辦理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

學習奇美部落生活文化與習俗，師生共計 2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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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心得 

撰文: 五三乙  潘自琳 

    105年 6月 4日原住民事務組於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辦理奇美

部落文化體驗營」，帶著學生到部落認識原住民傳統文化，我會報

名這次奇美部落文化體驗活動，是因為之前有一次在課程上有搜

尋到這個部落，感覺這個部落很美、很有特色，自己本身也很喜

歡原住民的一些慶典文化之類的，但卻沒有什麼機會去了解，所

以也希冀能夠更深入去了解原住民文化。 

    奇美部落在一個很深山的地方，是一個很古老的部落，保存

了許多古老的傳統技藝，也富含了許多的阿美族祖先傳承下來的

文化。首先我們進入了奇美文物館，看到了許多關於原住民的介

紹和作品及傳統生活用物展示。接著是傳統漁撈課程，體驗撒漁

網及蝦籠設置，秀姑巒溪的溪水真的很清澈涼爽!首次體驗捉蝦，

很開心！再來教我們怎麼用檳榔葉鞘做盤子，並準備石頭火鍋，

利用 500-800度的石頭將常溫的水滾到沸騰，那畫面真的很壯觀、

很激昂，煮出來的水也特別甘甜。下午的行程就是介紹阿美族傳

統屋的歷史，覺得祖先們的智慧真的都很值得去學習，還會用煙

去燻蜈蚣或是蜜蜂，為的是要趕走牠們，蓋茅屋的編織及搭蓋技

術也沒有失傳，還給我們看了捕魚祭及豐年祭的紀錄片，真的對

他們的年齡階級制度很崇拜，被選中就要將一生奉獻給部落，面

臨工作和部落間的兩難，但還是得去做出抉擇，真的特別崇拜。  

    很快地就結束了今天很充實的活動，真的學到很多關於阿美

族的文化，感謝學校很用心的舉辦了這樣的活動給我們參加，希

望未來能有更多像這樣的活動可以繼續讓我們多去了解原住民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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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耆老介紹部落環境及植物運用。 

 

蝦籠設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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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文物館文物及文化介紹。 

 

學員於奇美文物館前歡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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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體驗營－－武塔部落文化體驗營(教卓計畫) 

    105年 6月 25至 6月 27日於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辦理三天二夜

之武塔部落文化體驗營，行程中安排豐富之教學課程及體驗學

習活動，讓我們的學生認識並了解原住民族特有的習俗與文化

傳統，藉由此次活動，期許參加之學生能體會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的重要性，學習並尊重每一個族群特有的文化與傳統。師生

39人參加。(教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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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體驗營－－武塔部落文化體驗營心得 

6 月 25 日，天氣相當的好，由原住民事務組舉辦的武塔部落原

住民族文化體驗營即將出發，前往武塔部落體驗泰雅族原住民部落

的生活。學員們帶著愉快、期待的心情踏上旅程。從花蓮到武塔部

落搭區間車需要近一個小時的車程，從車窗看出去一路上的風景美

不勝收；有湛藍的大海、萬里無雲的天空，還有炙日炎炎的太陽，

就像是在歡迎我們的到來。下火車後就見到曹校長已經在車站等我

們了，他帶著我們一起去民宿放行李，並且跟我們介紹他跟這間民

宿之間的緣分並介紹武塔部落居民座落的範圍還有講解這三天的流

程安排。 

 

下午的原住民正名問題與各族群概說課程，曹校長介紹了原住

民取漢名的原因，還有現在原住民身分證上可以有漢名以及原住民

羅馬拼音的名字，其實是經過四次的爭取才有的權利。曹校長跟我

們介紹了很多很多關於原住民的相關知識等，很多都是我們原本不

知道或是不了解的，曹校長的解說真讓我們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

的。接著第二堂課是射箭體驗，地點在武塔國小，指導老師是末代

頭目哈勇．尤勞的兒子韋建福老師，告訴我們說有關弓箭的故事，

還與曹校長一個一個指導我們射箭的姿勢，經過大家努力的練習都

已經可以將每支箭穩穩的射向靶上了，真的很有成就感！射弓箭真

的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最後驗收成果，老師舉辦了一個小比賽，

最後選出前四強，還有竹杯當獎品呢。 

晚餐後緊接著泰雅族傳統歌舞課程，老師有一位是上了年紀的

婆婆，婆婆還是魔獸世界的代言人呢!我們都超驚訝的，因為魔獸世

界是打怪獸的那種戰鬥遊戲，感覺婆婆很酷。婆婆教了我們一些些

簡單的泰雅族語及傳統歌謠，之後另一位老師來教我們傳統舞蹈，

老師的教法很生動，都會用一個詞語來配合一個動作，像是喝水插

秧豐收撒網等等的，這樣我們就很容易記起來，接著大家手牽手圍

大圈圈一起跳舞，感覺就像小型的豐年祭一樣，休息時間還有放流

行樂一起跳舞，整個氣氛和樂融融的，跳到都忘記下課時間，跟老

師道別後我們就回民宿盥洗睡覺了，也很期待明天的行程。 

 

6 月 26 日大家很準時的集合並進入今天的課程，早上是曹校長

武塔部落巡禮的課程，介紹村子裡特別的風景、神話和分享莎韻之

鐘的故事並實地參觀。緊接著是韋建福老師的部落建築文化體驗課

程，老師詳細的敘述部落歷史及介紹獵寮、穀倉、石板屋的建築方

法，讓人深感以前的部落長老真的很有智慧，每一樣東西都環保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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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實用，武塔部落真的是一個很有故事很有文化的部落。下午的傳

統竹工藝體驗課程，老師教我們做泰雅族的趕鳥器，老師說會比鬧

鐘還要大聲，大家本來都不相信，結果成品做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嚇

了一大跳，聲音真的超級響亮超級大聲的，我想小鳥應該不敢來偷

吃小米了吧。接下來的陷阱製作課程，韋建福老師和廖信光老師親

自做了兩種陷阱，一種是捕大型動物的陷阱，例如水鹿、山羌，一

種是捕小型動物的，例如老鼠。老師告訴我們陷阱不是你想放哪裡

就放哪裡的，你要知道動物怎麼來、會踩哪裡，要剛好牠的那一步

會很精準的踩到你的陷阱，不然都會白費功夫。晚餐是由師母幫我

們準備的原住民風味餐，真的很美味，接著就是我們體驗營的最高

潮—營火晚會，也是驗收成果的時刻，大家分組驗收前一天晚上老

師教的傳統舞蹈，還有各組準備的表演，大家都和樂融融的，就像

家人一樣！晚會結束回到民宿，期待明日課程時亦昇起不捨之情,因

為過了這最後的一晚，三天兩夜的行程就快要結束了。 

 

6 月 27 日，今天是體驗營的最後一天了，大家一樣很準時的集

合，依然是很好的天氣，今天的第一堂課是部落工藝體驗 DIY，我們

做了很可愛的泰雅族的人偶吊飾，還有藤編手環，看似簡單的手環，

編織起來卻是不容易的，但是用藤編的手環非常美麗，光澤也很漂

亮，而且又環保，每一個都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手環。結束工藝製

作的課程之後，就到了大家最期待的魚撈文化體驗了！韋建福老師

及曹校長帶著大家一起去溪邊教我們使用泰雅族傳統漁筌和毒藤捕

魚的方法，並告訴我們族人捕到小魚都會放生，讓環境生態永續發

展，是與大自然和平共處最好的方式。接著學員將毒藤用石頭打爛，

再泡進水中，下游的魚就會暈倒！老師還提醒使用這種毒藤，一定

要非常小心。下午是曹校長的最後一堂課南澳部落發展與休閒資源

簡介，校長告訴我們有關武塔部落的自然環境還有特殊的資源，校

長說武塔部落不怕蘇花改之後大家就不來，因為武塔部落保存了傳

統文化以及設立南湖大山部落學校可以教導及體驗泰雅族的文化，

部落總體營造是相當完善的。 

 

三天的豐富的行程進入尾聲，透過這次的課程才知道原住民祖

先們真的很有智慧，做的東西都來自大自然，不會造成環境的負擔，

這次的體驗營真的學到很多東西！學到很多課本以外的知識，言傳

不如身教，希望大家經歷武塔部落的文化洗禮，能更了解部落經營

與文化傳承，讓我們的原住民文化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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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瑞校長介紹武塔部落 學員體驗射箭技巧，由曹天瑞校長指導 

  
成果驗收，射箭比賽開始 武塔部落文化體驗營學員歡喜合影 

  

傳統歌舞課程--泰雅傳唱 傳統歌舞課程--老師示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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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塔部落巡禮－介紹莎韻之鐘 
部落建築文化體驗— 

韋建福老師介紹泰雅族傳統建築 

  

部落建築文化體驗-各式獵槍介紹 
原住民正名問題與各族群概說 

－曹天瑞校長 

  

傳統竹工藝體驗— 

學員們專心製作趕鳥器 

傳統竹工藝體驗— 

趕鳥器做好了,小米一定豐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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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設置體驗-廖信光老師講解設置方法 
陷阱設置體驗— 

廖信光老師指導學員設置陷阱 

 
 

魚撈文化體驗--學員將漁筌固定在溪中 魚撈文化體驗--老師解說漁筌的用法 

 
 

南澳部落發展與休閒資源簡介— 

曹天瑞校長 
環保活動與營地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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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體驗營--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教卓計畫) 

105 年 11 月 19 日辦理「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學習阿美族野菜採

集、阿美族傳統樂舞體驗、家屋的建築歷程、射箭課程及芒草童玩

體驗，師生共計 2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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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傳統舞蹈研習 

 
芒草童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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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體驗營--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心得 
(教卓計畫) 

撰文:護五二乙 陳劭昀 

 

    十一月十九號，原住民事務組辦理奇美部落文化體驗營，奇美

部落是屬於阿美族，奇美（kiwit）原意指「海金沙」象徵奇美部落

堅韌的精神。 

在奇美部落的第一堂課是阿美族野菜採集體驗，認識了翼豆、

山苦瓜等許多野菜，以及使用部位與用法，在執行採野菜的時間，

也體會到部落的寧靜。採完野菜，接著阿美族傳統樂舞體驗，老師

一句一句的帶領我們唱著傳統歌謠，熟悉後再帶入舞蹈，這是一首

豐年祭的的歌曲，老師介紹著歌曲內容，帶著我們一次又一次的練

習。最後經過數次練習，排成豐年祭圓形的隊伍正式驗收。之後我

們到室外進行Cifar製作體驗(石頭火鍋)課程，部落耆老開始解說

「石頭火鍋」利用桌上三個用檳榔苞和竹子做成的鍋子加上燒到火紅

的麥飯石，第一個鍋子是先用來將石頭過水一下將髒東西洗掉，再

分別放進第二或第三個鍋子裡，看到因放了燒熱的麥飯石而沸騰的

鍋子，檳榔苞沒有水溢出來還滿耐高溫的，讓我們深刻體會阿美族

人利用大自然的智慧。 

午餐我們體驗了原住民美味的野菜風味餐後，下午的第一堂課

是傳統家屋及年齡階級介紹，老師拿出了一個大板子，是阿美族的

年齡階級表，部落裡的男孩到十三、十四歲就要加入這個年齡階層，

上面清楚說明哪個年齡的名字和要做的事，之後老師在說他們奇美

部落豐年祭的活動，其中「抓級」讓我印象深刻，這是奇美部落豐

年祭三年一次的儀式，由第三級的男生負責從第二級找出有能力的

年輕人擔任這個職位，但是有很多的母親們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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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上，之後我們到傳統家屋，老師為我們介紹了家屋的建築歷程及

屋內陳設及用途。 

接著射箭課程及芒草童玩體驗，自從國小畢業後就沒碰過木弓了，

這個弓雖然很長但很輕，我們練習一陣子後才能射的穩些，真的不

容易啊。芒草童玩也不容易，怎麼做就是沒有老師的好看，課程結

束後我們跟老師道別後就返回學校了。 

    在去奇美部落的路上，突然想到母親的娘家那瑪夏，因為是山

路有種世外桃花與世隔絕的感覺，每次跟母親回到那裏都有懷念的

感覺，我把去奇美部落的故事跟我的父親講，父親跟我說：「有時候

我們不是排斥，而是我們忘了自己的身分，所以傳統文化才慢慢地

消失。」聽到這句時，突然想到王宏恩的「月光」雖然我不是阿美

族，但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他們很努力保護自己的文化不讓它們消

失，也很羨慕他們居住的位置，我覺得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加上

部落的人一起願意合作，所以他們的文化能夠保持得這麼原始，我

也希望我的部落也能像他們一樣，認識自己文化，而不是只是知道

自己的是哪一族而已，希望身為原住民的同胞，要像他們一樣維護

好自己的文化，不要讓自己文化就這樣被現代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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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太陽之子文化體驗營 
(東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計畫)  

105年 10月 15日至 16日於布農族鸞山部落森林博物館參訪及台

東布農部落文教基金會進行太陽之子原住民族文化體驗營，5校師

生藉由活動互相交流學習，東區五校師生共計 65人參加。 

(105/1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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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力陪伴 夢想起飛 

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計畫－－ 

太陽之子原住民族文化體驗營及職涯規畫講座 
 

主辦單位: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原住民族委員會   

承辦單位: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台東大學、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國立東華大學、慈濟

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台灣觀光學院、大漢技術學院 

(一)目的：讓學生認識並了解原住民族特有的習俗與文化傳統，藉

由此次「太陽之子文化體驗營」，學習並尊重每一個族群特有

的文化與傳統。 

(二) 活動內容、時間及地點：105年 10月 15日(六)~16日(日) 

10/15第一天下午於「布農族鸞山部落森林博物館參訪及布農族

野菜摘採體驗」，讓學生學習鸞山部落布農族生活文化及飲食文

化。 

10/16第二天課程安排有台東布農部落文教基金會進行「傳統皮

雕 DIY、職涯規畫講座及文化巡禮 」，讓學生深入認識布農族

文化特色。二日的行程中安排豐富之教學課程、職涯規畫講座及

體驗學習活動，期許參加之學生能體會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

性，並於各族文化差異下學習彼此的尊重與促進族群和諧團結，

一起為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傳承永續共同努力。 

(三)活動時程表： 

日期 時  間 課程名稱 說明 

10 月 15

日 

(第一

天) 

07:10-07:30 集合 

07:30-11:30 花蓮→前往鸞山部落 

11:30-12:30 
布農族野菜 

解說及摘採體驗 

(布農族阿力曼先

生) 

12:30-13:30 午餐(請攜帶環保碗筷) 

13:30-15:30 
布農族鸞山部落 

森林博物館巡禮 

(布農族阿力曼先

生) 

15:30-17:30 前往布農部落及房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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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8:10 晚餐 

18:30-20:30 那魯灣相見歡 布農部落 

20:30 休息 

日期 時  間 課程名稱 說 明 

10 月 16

日 

( 第 二

天) 

08:00-08:30 早餐 布農部落 

08:30-09:10 
A組傳統皮雕 DIY 

B組布農部落文化導覽 
分 A、B組進行 

9:10-9:50 
B組傳統皮雕 DIY 

A組布農部落文化導覽 
分 A、B組進行 

10:00-12:00 職涯探索講座 布農部落 

12:00~13:00 心得分享及填寫問卷 布農部落 

13:00~14:00 午餐 布農部落 

14:00-14:30 布農族傳統樂舞 布農部落 

14:30 達魯瑪(賦歸) 

 (四)各校師生名額: 

  學校名稱 日間部原住民學生人數 比例 參加名額 

國立台東大學 220 10.90% 8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175 8.67% 7 

國立東華大學 360 17.83% 14 

慈濟大學 74 3.67% 3 

慈濟科技大學 749 37.10% 30 

台灣觀光學院 252 12.48% 10 

大漢技術學院 189 9.36% 8 

總計 2019 100.00% 80 

(五)報名相關：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5 日截止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lpLeqhB0UQFnyRwk1 

(六)活動聯絡人：慈濟科技大學學務處原住民事務組暨原住民學生資

源中心吳雨蓉小姐，聯絡電話(03)8572158 轉 2353 

 

https://goo.gl/forms/lpLeqhB0UQFnyRw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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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森林博物館巡禮讓同學了解以前原住民上山打獵時山路是多麼崎

嶇。  

 

活動結束時，種下樹苗讓森林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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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的原住民之夜，大家一同參與原住民舞蹈及歌謠演唱，讓各校同

學互相交流學習。 

 

各校老師共同參與表演布農族及阿美族傳統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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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皮雕 DIY，讓同學自己動手做屬於自己的傳統皮雕作為紀念。 

  

 
布農部落文化導覽使同學深入了解布農族相關文化及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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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群瑞老師以活潑之桌遊方式引導學員進行職涯規畫探尋。  

 

藉由生崖探索之牌卡遊戲來更了解自己屬於何種性格的人，並懂得看見

並表達自己與別人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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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之子原住民族文化體驗營及職涯規畫講座學生心得 
（護二一丙 余亞貞\2016/10/15-16） 

    2016年 10月 15日大家滿心雀躍的來到了台東布農部落，族人

熱切歡迎我們的到來，第一就先來到了會走路的樹(樹名:百榕樹)，

是傳說中的阿凡達的居落點，這樹非常的特別也非常的壯觀，主幹

可分出多個連接在地上的枝幹，像是四肢一樣，在地底上攀爬。接

著我們到了鸞山部落，享用當地美食，布農有個傳統習俗，端菜盛

飯都有男性來做，表示布農男性族人是個溫柔體貼的好男人。學生

自己也親自體驗搗米的過程，在搗米過程中，我們互相開著玩笑，

讓整個氣氛變得非常愉悅。緊接著我們來到了小小的森林裡，體驗

族人在山上裡打獵時行走的艱難崎嶇之路。 

  結束了鸞山部落的森林博物館巡禮之後，我們來到了幽靜美麗

的布農部落，當地居民熱心地跟我們解說園區的注意事項，並帶著

我們去民宿入住。接著每組小組各自練習隊呼及表演節目，為了要

準備晚上精彩的晚會，大家都用心且努力地準備著表演節目。 

  晚會果然不負大家的心，每組的確表演的非常精采，就連我們

的教職員組都非常認真的在舞台上跳著阿美傳統舞蹈；活動組也用

心的準備了團康遊戲，大家玩得不亦樂乎，樂在其中。 

  10月 16日是活動的最後一天，布農部落居民帶領我們製作皮

雕，讓同學自己動手製做屬於自己的傳統皮雕作為紀念，當地居民

也跟我們說了布農文化，讓在座的同學們心中都非常有感觸!每位同

學對於這次的活動都感到依依不捨，要求原住民事務組可以再次舉

辦類似的原住民體驗營活動。 

    這次活動邀請了國立台東大學、台東專校、台灣觀光學校、慈

濟大學及慈濟科技大學的師生們共同參與，在短短的兩天裡，大家

已互相認識成為好朋友，藉由這次的活動當中，更可以加深師生間

的互動及熟悉度。兩天時間雖然少，但大家都感觸很深。 

    慈濟科技大學護二一乙張鈞軫同學述說這兩天活動是非常特別

的，因為要體驗原住民的文化機會是非常少的，而且這兩天活動像

森林爬山前的祭典及爬山的體驗都是很特別的經驗，而可以跟那麼

多的原住民的同學相處在一起非常開心也非常快樂，很喜歡這一次

的活動，加上學習到原住民的舞蹈及歌曲，是她特別的好回憶。國

立台東大學特殊教學系三年級邱依婷同學也說到這兩天的活動過得

很開心，也認識很多的人，吃到許多美食，希望以後能學到更多跟

部落有聯結深入的文化! 

    太陽之子布農族體驗營活動圓滿結束，感謝主辦單位以及所有

的工作人員，讓此次的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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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舞蹈研習營(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學習阿美族組曲慶豐收歌謠傳唱與傳統舞蹈，內容為族人分享

一年的豐收及喜樂之心，用最美的歌聲及美妙的舞姿一同歡樂慶

祝，也祈禱年年豐收，舞蹈課程分二梯次辦理，師生共計 38 人次

參加。  

◎第一梯次:105年 10月 24日至 11月 11日辦理，講師為李春蓓老

師(阿美族)，共計 15小時，教師 1名，學員 15名，師生共計 16

人參加。 

◎第二梯次:105年 11月 14日至 11月 26日辦理，講師為李春蓓老

師(阿美族)、瑪芽‧巴拉拉菲老師(布農族)，共計 13.5 小時，教

師 2名，學員 20名，師生共計 22人參加。 

  
學員練習阿美族傳統舞蹈 

 
春蓓老師逐字逐句教導學員阿美族傳統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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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於校慶活動展現舞蹈成果，展現阿美族傳統歌謠與舞蹈之美，讓全

場參與人員體驗傳統文化的震撼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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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荖部落傳統工藝研習營 

105 年 12 月 3 日於花蓮縣光復鄉砂荖部落辦理砂荖部落傳統工藝研

習營」，學習阿美族陶藝文化及砂荖部落文化學習，師生共計 29 人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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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蘭老師解說阿美族傳統陶藝文化 

 
學員體驗傳統陶藝項鍊串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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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荖部落文化介紹 

 
參訪砂荖部落古井設置及取水儀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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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珽熙老師部落咖啡體驗課程 

 
全體學員與講師於奇古匠部落咖啡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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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交流音樂會－－原住民音樂競賽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105年 11月 29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原住民文

化交流音樂會—原住民音樂比賽」，參賽隊伍 9隊，師生共計 295人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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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戊班謝心愉及五三丙林佩柔演唱妳是我的情人，歌聲情感令人動容。 

 
五一丙班劉昭慶、平文廣、林嘉雯、黃宇禎、田欣、林子容等演唱妳是我

的情人及見晴姑娘組曲，傳送愛意給部落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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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乙班陳瑜、林旻均、黃思穎、葉佳軒、高法琦演唱「我在那邊唱」，

流露著生活在異鄉，但心裡卻充滿著對家鄉的滿滿思念… 

 
中場由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舞蹈表演阿美族傳統舞曲「慶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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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老師迪魯．法納奧希望參賽者都能將傳統歌謠的精神繼續傳唱。 

 
第一名得獎者為五四戊冉景文及王凱琳，演唱曲目為「ku-xun 喜歡」，訴

說夜晚的時光，總是會盼著對女孩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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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得獎者為五二乙蕭誌賢及五二乙高法琦，演唱曲目為「鬼湖之戀」，

描述魯凱族的公主巴冷和鬼湖蛇王阿達禮歐的愛情故事。 

 

第三名得獎者為五四甲李俊玟及余少帆，演唱曲目同樣為「ku-xun 喜

歡」，傳達了一種喜歡卻不知如何訴說及表達內心的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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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7校原民族學生原住民歌唱比賽 
(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生涯培力計畫--東區)  

105 年 12月 9 日晚間 6 點至 8 點於慈濟科技大學辦理，參賽隊

伍 8 隊，並邀請台東大學表演，東區 4 校師生相互觀摩學習。參賽

隊伍 8隊，東區共計 4校師生 174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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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曲目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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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2 月 9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慈濟科技大學辦理，參賽隊伍 8隊，

並邀請台東大學表演，東區四校師生共計 174人參加。 

 
慈濟大學小鬼湖之戀動人心弦      特別演出排灣組曲  慈科大林敦

清同學 

 
國立台東大學特別演出—聲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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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國立台東大學 音原獻。 表演曲目:獻我心意 

 

第二名:慈濟大學 小鬼湖之戀   第三名: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一想到你啊

組曲  

 

佳作:慈濟科技大學  排灣古調組曲 佳作:慈濟科技大學 ku-xun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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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編織課程 

為使本校學生能修習並傳承原住民族傳統編織藝術，特開設傳統

編織課程，授課老師-胡俊傑老師(太魯閣族)修課人數 30人。 
 

 

原住民編織藝術 - 胡俊傑 - 通識日五專  

週次 主講內容 授課教師 

1 課程介紹與太魯閣族編織藝術文化 胡俊傑 

2 領取織布機 胡俊傑 

3 織布機具介紹與編織組織圖繪製 胡俊傑 

4 基礎編織 織帶織作【平織】 胡俊傑 

5 基礎編織 織品修邊技法 胡俊傑 

6 基礎編織 織品織作 胡俊傑 

7 基礎編織 作品:小織帶 胡俊傑 

8 基礎編織 織品織作【長織】 胡俊傑 

9 基礎編織 織品織作 胡俊傑 

10 期中考 胡俊傑 

11 基礎編織 織帶織作【長織】 胡俊傑 

12 基礎編織 織帶織作【織品完成】 胡俊傑 

13 成品製作: 手機吊帶(識別證)及鑰匙圈 胡俊傑 

14 基礎編織 織帶製作【長織】 胡俊傑 

15 基礎編織 織帶製作 胡俊傑 

16 織帶製作【織品完成】 胡俊傑 

17 成品製作: 頭帶(寬) 胡俊傑 

18 織布機修整歸還 胡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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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傳統織布課程，學生認真編織。 

 

 

學生利用簡易織帶機體驗傳統織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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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物展暨有獎徵答活動 

105年 11月 21日至 105年 12月 9日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辦理原住民

文物有獎徵答活動，本活動開放社區民眾參加，全校師生、社區民

眾共計 641人參加，師生共計得獎人數 140名，社區民眾 4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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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物展暨有獎徵答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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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原住民族博物館中尋找答案。 

 

慈濟小學學生參訪原住民族博物館，認真聽著導覽人員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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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資本門 

（一） 改善並充實本校原住民博物館設備與館藏 

1. 增購展示用泰雅族男女族服及噶瑪蘭族男女族服共 4套，編號：

5040112-12 # 378～381，台東阿美族男女族服共 2套，編號：

5040112-12#376-377。 

  

 展示用泰雅族男生 1套、女生 1套，噶瑪蘭族服男生 1 套、女生 1套 

 

 

 

 

 

 

 

 

展示用台東海岸阿美族男生 1 套、

女生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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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購置拉阿魯哇族文物共 3件(琉璃珠項鍊 56公分*1、琉璃珠項鍊

50公分*1 祭壇*1) ，財產編號：5040122-01#478-480，充實原住

民族博物館館藏。 

 

拉阿魯哇族祭壇 

  

琉璃珠項鍊 50公分             琉璃珠項鍊 5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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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實本校圖書館原住民特藏區館藏，增購夢遊亞馬遜等 29件少數

民族相關視聽影音件。登錄號:N0310292-N03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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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資本門（二）加強教學設施 
1. 增 購 Panasonic PT-RW930 高 亮 度 投 影 機 1

式 .5010105-60#289， Panasonic ET-DLE150 投影機鏡頭 *1

式.5010105-06#41，VALA RAB300(4:3) 

 
 

2. 電動布幕 安裝(含吊架*1 式.5010105-09#208。改善原住民

活動視聽設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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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原住民事務組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