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 109 年度原住民族課程大手牽小手國小夏令營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辦理。 

 （二）「彰化縣政府原住民族教育方案」辦理。 

貳、計畫緣起： 

(一)為提升本縣國小生對文化的認知及學習尊重，透過大葉大學學生帶領小學生動靜態

的活動，讓學生可以認識、接觸、體驗與實作原住民族文化，並在大葉大學辦理營

隊活動，開闊小學生的學習環境視野。 

(二)本次活動融合舞蹈、歌曲、原民美食及手作文化體驗，使本縣小學生認識台灣原住

民多元文化樣貌。 

參、計畫目的： 

 （一）體會多元文化融合之美 

 （二）發現原住民生活智慧及技能 

 （三）領會原住民藝術內涵 

肆、主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大葉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伍、辦理日期：109年 7月 20日(星期一)至 7月 22日(星期三) 

陸、辦理地點及參加對象 

    (一)辦理地點：大葉大學(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二)辦理單位電話：(04)8511888分機 5050 

    (三)參加對象：凡彰化縣內各國小原住民族學生，合計 30名。（依報名順序錄取，額滿

為止） 

柒、報名方式：請於 7月 10日前填妥報名表，將掃描檔 Email方式報名，由各校承辦處室代

為報名。(報名表如附件一) Email：lisi@mail.dyu.edu.tw(報名後請各校承辦人主動聯

絡張念慈老師 04-8511888#5050，以確認報名成功，未經確認視同未報名。） 

捌、活動內容：(詳如附件二) 

(一)介紹臺灣原住民 16族群：使學生了解臺灣多元文化之不同，從學習中知道生活在台

灣的族群有各式各樣的美。 

(二)原住民舞蹈及歌曲教學：藉由歌曲可以學習到不同的語言，並在歌曲中歡樂學習，

加上舞蹈的肢體動作，給予學生新的體驗。 

(三)原民美食及 DIY 手作：瞭解原住民傳統食材來源及實作原民手工藝，讓學生親自完

成製作，體驗製作過程中的辛苦，更能體會食物的美味及原住民藝品的美感。 

玖、預期效益： 

讓國小生從小就可以體認到臺灣多元族群，藉由原住民族文化的學習，激發學生對不同

族群的尊重及瞭解，並達到自我認同。 

拾、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分別編列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補助款項下 

    支應，詳如概算表。 

拾貳、本活動圓滿完成後，工作人依相關規定呈報縣府從優獎勵。 

拾參、本辦法經縣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彰化縣 109 年度原住民族課程大手牽小手國小夏令營報名表 

（請於 7月 10日前 e-mail報名）（依報名順序錄取 30 名，額滿為止） 

就讀學校  族別  年級  承辦老師姓名  

姓名  性別  用餐 □葷□素 承辦老師電話  

家長姓名  
聯絡 

電話 

電話 家裏： 

手機 父親：           公司：  

母親：           公司： 

住址   縣      市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身分證字號 （必填） 出生年月日 （必填）    年   月    日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填學生姓名）參加彰化縣 109年度原住民族課程大手

牽小手國小夏令營活動（109 年 7 月 20 日至 7 月 22 日），並指導孩子遵守一切活動規定。孩子

接送集合地點(大葉大學)，本人願親自接送，以維護安全。 

 

 

                       家長：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報名須知： 

  請各校承辦老師(不須隨隊)確實向參加學生說明以下事項，並將報名表及報名須知影印給學生 

1.報名方式：大葉大學 Email：lisi@mail.dyu.edu.tw 人數有限額滿即止(30 人)，報名後請主動聯

絡以確認報名成功，未經確認視同未報名。(聯絡人：張念慈老師 04-8511888#5050) 

2.請參加活動的學員自行攜帶餐具、水壺、文具、外套、隨身背包及學校暑期作業。 

3.請家長親自護送孩至接送地點，準時前往候車。 

4.每日活動結束（7月 20日及 7月 21日時間為 17:10，7 月 22 日時間為 18:10）至原接送地點接回學

生。 

5.本活動所需經費全額補助，學員免費參加。 



附件二 

1 0 9 年 7 月 2 0 日 (一 ) 

時 間 課程名稱 講座人 研習地點 活動說明 

09:20-09:30 接待學生/報到引導入場 
大葉大學 

(公車站) 
 

09:30-10:00 開幕典禮 

陳逸玲  處長 

陳榮妹  議員 

梁卓中  校長 

陳文儉 教務長 

A505會議室  

10:20-11:00 
相見歡 

(團康活動) 
張念慈 老師 J119教室 自我介紹、分組活動 

11:20-12:00 認識臺灣原住民 16族群 陳聖忠 老師 J117教室  

12:00-13:00 午餐時間 J116教室 自備碗筷及水杯 

13:00-13:30 
續能時間 

(午休) 
J119教室 可帶小被子 

13:40-15:00 

共組原舞曲 

(一至三年級原住民舞蹈教學) 
大學生 J119教室 學習一至二首原民舞蹈 

來自山谷的聲音 

(四至六年級原住民歌曲教學) 
大學生 J117教室 學習一至二首原民歌曲 

15:20-16:00 分組練習時間 各小隊輔  複習前堂課 

16:20-17:00 課業學習扶助 各小隊輔 J116教室 
大學生陪伴小學生寫暑

假作業 

17:10-17:20 
賦歸 

(學員送回) 

大葉大學 

(公車站) 
 

 

 

1 0 9 年 7 月 2 1 日 (二 ) 

時 間 課程名稱 講座人 研習地點 活動說明 

09:30-10:00 活力暖身操 大學生 J119教室  

10:20-11:00 
原住民美食 

介紹與實作 
張念慈 老師 J117教室 製作竹筒飯及麻糬 

11:20-12:00 
原住民美食 

介紹與實作 
張念慈 老師 J117教室 製作竹筒飯及麻糬 

12:00-13:00 午餐時間 J117教室 自備碗筷及水杯 



13:00-13:30 
續能時間 

(午休) 
J119教室 可帶小被子 

13:40-15:00 

共組原舞曲 

(四至六年級原住民舞蹈教學) 
大學生 J119教室 學習一至二首原民舞蹈 

來自山谷的聲音 

(一至三年級原住民歌曲教學) 
大學生 J117教室 學習一至二首原民歌曲 

15:20-16:00 分組練習時間 各小隊輔  複習前堂課 

16:20-17:00 課業學習扶助 各小隊輔 J116教室 
大學生陪伴小學生寫暑

假作業 

17:10-17:20 
賦歸 

(學員送回) 

大葉大學 

(公車站) 
 

 

 

1 0 9 年 7 月 2 2 日 (三 ) 

時 間 課程名稱 講座人 研習地點 活動說明 

09:30-10:00 活力暖身操 大學生 J119教室  

10:20-11:00 
原舞曲團練 

(原住民舞蹈及歌曲) 
大學生 J119教室  

11:20-12:00 分組練習時間 各小隊輔 J119教室  

12:00-13:00 午餐時間 J117教室 自備碗筷及水杯 

13:00-13:30 
續能時間 

(午休) 
J119教室 可帶小被子 

13:40-15:00 
原住民手工藝 

(實作及體驗) 
張念慈 老師 J117教室 製作串珠飾品手環 

15:20-16:00 課業學習扶助 各小隊輔 J116教室 
大學生陪伴小學生寫暑

假作業 

16:00-16:30 分組練習時間 各小隊輔 J119教室 複習舞蹈及歌曲 

16:30-17:00 
成果發表時間 

(各小組練習成果) 
J119教室  

17:00-18:00 結業式 張念慈 老師 J119教室 

頒發參加證書、成果發

表及心得分享(備小餐

點) 

18:10-18:20 
賦歸 

(學員送回) 

大葉大學 

(公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