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東大學 

110 年度族語教師教學研討系列講座 

壹、 目的： 

一、 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建立完整族語教育與教學課程

地圖。 

二、 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之師資培育內涵，達成培育沉浸式族語教學者、服務者

之目標。  

三、 提升原住民族語授課教師教學知能、專業素養。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二、 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原住民族語言學

習中心。 

參、 活動日期/時間： 

一、 日期：110 年 3 月 6、7、13、14(六、日)，共計四場。 

二、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詳如附件 1 課程表)。 

肆、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任教原住民族語之現職教師。 

二、 任教原住民族語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三、 現職教師、儲備教師。 

四、 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學分班學員。 

五、 有興趣從事族語教學者。 

六、 報名人數單場 30 人，上述資格依序審核以及能全程參加四場課程講座優先錄

取。 

伍、 研習地點：國立臺東大學臺東校區，教學大樓 5 樓視聽 B。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684 號)。 

陸、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D3DoWK8Np5gs74Tk9 

柒、 報名期限： 

一、 報名截止日：110 年 2 月 28 日(日)，逾時不候。 

二、 公告：錄取名單(以及備取名單)於 110 年 3 月 2 日(二)公告於原發中心網站。 

捌、 預期效益： 

一、 精進授課教師原住民族語教學知能。 

二、 提高族語教學師資比例。 

玖、 注意事項： 

一、 研習時數共 4 場，全程參與研習者，授予結業證書或核發研習時數。 

https://forms.gle/D3DoWK8Np5gs74Tk9


二、 參與單場研習者，核發教師研習時數，不發給結業證書。 

三、 活動全程需配戴口罩(現場不提供)、館內禁止飲食。 

四、 洽詢專線：(089)341376。中心網站 https://rise.nttu.edu.tw/。 

 

  

https://rise.nttu.edu.tw/


【附件 1】 

課程表 

第一場：國高中及成人全族語教學實務經驗分享  

時間：110 年 3 月 6 日(六) 9:00-16:00 

地點：臺東校區 

授課教師：黃美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賽德克語教師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教室 

08：30 - 09：00 報到、領取資料 

 

視聽 B 

09：00 - 09：20 始業式/徵件宣傳/大合照 

09:20 - 09:30 
開場致詞: 熊同鑫 主任 

(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09：30-11：50 老師：全族語教學，我們準備好了嗎?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50 老師：全族語教學，我們準備好了嗎? 視聽 B 

16：00 賦歸 

 

第二場：族語命題技巧與教材應用 

時間：110 年 3 月 7 日(日) 9:00-16:00 

地點：臺東校區 

授課教師：吳靜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教室 

08：30-09：00 報到、領取資料 

 

視聽 B 

09：00-09：30 徵件宣傳 

09：30-11：50 族語命題技巧與教材應用: 以聽力及口說測驗為例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50 族語命題技巧與教材應用: 以閱讀測驗為例 視聽 B 

16：00 賦歸 

 

 

 

 

  



第三場：族語評量與教案設計 

時間：110 年 3 月 13 日(六) 9:00-16:00 

地點：臺東校區 

授課教師：洪艷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學院族語中心專任講師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教室 

08：30-09：00 報到 

視聽 B 

09：00-09：30 徵件宣傳 

09：30-11：50 族語閱讀教學策略與評量之原理原則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50 有效族語寫作暨撰寫教案之祕訣 視聽 B 

16：00 賦歸 

 

第四場：12 年國民基本育課程網要語文領域本土語(原住民語)之美麗與憂愁 

時間：110 年 3 月 14 日(日) 9:00-16:00 

地點：臺東校區 

授課教師：馬紹·德步爾/臺東縣東河國小總務主任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教室 

08：30-09：00 報到 

視聽 B 

09：00-09：30 徵件宣傳 

09：30-11：50 以柔克剛-本土語新課綱一點都不土,很時尚的好嗎！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50 百煉成鋼-本土語新課綱 72 變與教案修鍊 

視聽 B 

16：00 結業式/大合照 

賦歸 

 

  



【附件 2】 

新冠肺炎課堂防疫及應變計畫 

一、 活動名稱：族語教師教學研討系列講座 

二、 辦理時間：110年3月6、7、13、14(六、日)，共計四場。 

三、 參加人數：30-40(含學員、講師與工作人員) 

四、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五、 防疫負責人：專任助理洪一井、吳寶琳 

六、 課程地點：教學大樓5樓視聽B 

七、 課程及防疫動線規劃： 

時間 流程 防疫措施 防疫物資 動線規劃 

8:00-8:30 
1.課前場地消毒 
2.設置動線 
3.開窗通風 

以酒精噴灑環
境進行消毒 

酒精、漂白水 1.統一由電
梯進出 
2.防疫站置
於教室門口 

8:30-9:00 

1.學員報到 
2.填寫傳染病防
疫（TOCC）評估
表 

1.量體溫 
2.酒精消毒 
3.簽到 
4.依座位入座 

體溫測量計、酒
精、課程人員清
冊、旁聽生清冊
(備用) 

16:00-16:30 
1.課後場地消毒 
2.清除動線 
3.關窗 

1.以酒精噴灑
環境進行消毒 

酒精、漂白水 

八、 本課程之防疫工作應變措拖 

(一) 課程前防疫措施進行準備。 

(二) 課程宣傳一併進行防疫宣導及本防疫計畫說明。 

(三) 課程前兩週完成防疫物資準備。 

(四) 課程前三十分鐘，室內空間通風及消毒。 

(五) 入口處有專責人員測量體溫，若體溫達37.5度則無法入場。 

(六) 與會人員配合瑱寫傳染病防疫（TOCC）評估表。 

(七) 全體人員於活動前完成量測體溫及手部酒精消毒，如體溫達37.5度則無法入

場。 

(八) 入場前，講者再次使用酒精消毒手部，並依照指定座位入席。 

(九) 館內禁止飲食。 

(十) 工作人員及學員全程配戴口罩。 



九、 防疫簽到表 

族語教師教學研討系列講座 防疫簽到表 

日期/時間：3/6 9:00-16:00 

活動地點：教學大樓視聽 D 

序號 姓名 簽到 體溫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十、 國立臺東大學傳染病防疫（TOCC）評估表 

國立臺東大學傳染病防疫（TOCC）評估表 

（TOCC-Travel Occupation Contact Cluster ） 

 系所/廠商：          姓名：          學號：          電話：            填寫日期：              

類別 Travel history旅遊史 Occupation職業別 Contact history接觸史 Cluster是否群聚 

問題 最近14日內旅遊史? 您的職業為何? 您近期接觸及出入場所? 
您近一個月內群聚

史? 

評
估
項
目 

□自身曾至國外旅遊 

(前往的國家:______) 

□醫院工作者(如醫

事/非醫事人員，含

外包人力、實習學生

及衛生保健志工等) 

□曾至醫院、診所就醫 □同住家人正在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到期日:__月__日) 

□親友曾至國外旅遊 

(前往的國家:______) 

□交通運輸業(如計

程車、客運司機等) 

□曾出入機場、觀光景

點及其他頻繁接觸外國

人場所 

□家人也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 

□家屬曾至國外旅遊 

(前往的國家:______) 

□旅遊業(如導遊) □曾參與公眾集會 

□宗教/政治/學術/藝文

活動 

□開學/畢業典禮、婚喪

喜慶、運動賽事等聚眾

活動 

□朋友也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 

 □旅館業(如房務、

客務接待人員) 

□野生動物與禽鳥接觸 □同事也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 

 □航空服務業(如航

空機組人員等) 

□其他:  

 □其他:   

 

您好: 

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武漢肺炎)防疫，為顧及您與校園的安全，請如實

填寫以下問卷，以利學校了解您的接觸史及身體狀況，如有發燒、旅遊史、與疑似或確診個案接

觸者，請確實告知，以協助您配合防疫相關事宜，感謝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