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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屏東學習中心 

110-1年原住民族語言中心「學習班」招生簡章 

1、 目的： 

培養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強化原住民族語言師資教學專業知能及族語能

力，並有效提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質量；另培育原住民族語言專業，強化族語

傳承與發展之深度與廣度。本校辦理｢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促使原住民族語

師資具備多元文化教育專業，以傳承原住民族語言、培育原住民族多元人才。 

2、 招生對象： 

具備高中（職）以上學歷，且有意擔任排灣族、魯凱族、布農族、阿美

族、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族語教學之校外人士。 

(1) 原住民籍師培生/一般生 

(2) 非原住民籍師培生/一般生 

(3) 具備合格教師證且有意擔任原住民族語教師之中小學教師 

(4) 目前擔任原住民族語支援教師者 

(5) 有興趣從事族語教學者 

(6) 有興趣學習族語者 

3、 開設班別：  

班 別 時數 課 程 目 標  課 程 規劃 

族語 

基礎班 

/族語(一) 

36 

小時 

1. 習得基本詞彙 500詞 

2. 能正確發出族語書寫符號所標示之

語音、並分辨詞彙輕重音位置 

3. 能閱讀及理解短篇繪本及短文 

4. 能正確書寫日常生活簡單句子 

5. 能以簡短句子進行日常生活溝通 

參酌主管機關以下教材研定相關

課程：  

1. 字母篇教材 

2. 歌謠篇教材 

3. 句型篇高中版教材 

4. 族語E樂園—空中族語教室(基

礎入門篇 5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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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達成族語認證測驗中級之族語能

力 

族語 

進階班(一) 

/族語(二) 

36 

小時 

1. 習得基本詞彙 800詞 

2. 能閱讀及理解中篇文章 

3. 能正確書寫日常生活簡單句子 

4. 能以正確之簡單句子進行日常生活

溝通 

5. 大致可以達成族語認證測驗中高級

之族語能力 

參酌主管機關以下教材研定相關

課程：  

1. 生活會話篇、閱讀書寫篇教材 

2. 族語 E 樂園--空中族語教室

(基本句型篇 6-10課)  

3. 族語 E 樂園--繪本平臺各類繪

本 

4. 語法結構書 

族語 

進階班(二) 

/族語(三) 

36 

小時 

1. 習得基本詞彙 800詞 

2. 能閱讀及理解中篇文章 

3. 能了解基本之語法結構 

4. 能以族語簡短陳述自己意見 

5. 應達成族語認證測驗中高級之族語

能力 

參酌主管機關以下教材研定相關

課程：  

1. 閱讀書寫篇教材 

2. 族語 E 樂園-空中族語教室(基

本句型篇 11-13 課及句型結構

篇 14-17課)  

3. 族語 E樂園--繪本賞析 

4. 語法結構書 

族語 

進階班(三) 

/族語(四) 

36 

小時 

1. 習得基本詞彙 1000詞 

2. 能閱讀及理解長篇文章 

3. 能了解複雜之語法結構 

4. 能了解族語之篇章結構 

5. 能以族語自由表達自己意見及看

法。 

6. 大致可以達成族語認證測驗高級之

族語能力 

參酌主管機關以下教材或資源、

周遭發生之事件或族人關心之時

事議題等研定相關課程：  

1. 文化篇教材 

2. 族語 E樂園--繪本賞析 

3. 語法結構書 

4. 線上族語辭典 

5. 周遭發生之事件 

6. 族人關心之時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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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生人數： 

   如未達 8人本校保留開班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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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分班-110年度第 1學期課表： 

編

號 
開課單位 班別 語言別 授課教師 

星

期 
時間 上課地點 限額 備註 

1 原教中心 基礎班 布農族 林美芳 2 18：30-21：30 
小港區 

二苓國小 
45 

二苓國小 

聯繫電話 

0989683542 

2 原教中心 基礎班 魯凱族 馮玉如 2 18：30-21：30 敬業樓 45  

3 原教中心 進階班(一) 排灣族 邱霄鳳 2 18：30-21：30 敬業樓 45  

4 原教中心 進階班(一) 布農族 顏國昌 1 18:30-21:30 敬業樓 45  

5 原教中心 進階班(一) 魯凱族 柯玉卿 1 18：30-21：30 敬業樓 45  

6 原教中心 進階班(一) 
茂林魯

凱族 
陳勝 1 18：30-21：30 

茂林社區發

展協會 
45  

7 原教中心 進階班(一) 
多納魯

凱族 
宋麒麟 4 18：30-21：30 多納國小 45 

聯繫電話

0938287753 

8 原教中心 進階班(一) 
卡那卡

那富族 
翁德才 4 18：30-21：30 

巴楠花 

部落小學 
45  

9 原教中心 進階班(二) 布農族 蘇元媚 2 18：30-21：30 興中國小 45  

10 原教中心 進階班(二) 
萬山魯

凱族 
林惠娟 2 18：30-21：30 

萬山里(教

師自宅) 
45 

聯繫電話 

0928428262 

11 原教中心 進階班(二) 
拉阿魯

哇族 
余帆 6 18：30-21：30 興中國小 45  

12 原教中心 翻譯會話班 排灣族 
拉夫琅斯‧

卡拉雲漾 
4 18：30-21：30 敬業樓 45  

13 原教中心 閱讀寫作班 布農族 

卜袞‧伊斯

瑪哈單‧伊

斯立端 

4 18：30-21：30 
山棕月語 

咖啡館 
45  

14 原教中心 閱讀寫作班 魯凱族 鍾思錦 2 18：30-21：30 敬業樓 45  

15 原教中心 成人會話班 布農族 

卜袞‧伊斯

瑪哈單‧伊

斯立端 

2 18：30-21：30 
山棕月語 

咖啡館 
45  

16 原教中心 閱讀寫作班 排灣族 謝秀珠 1 18：30-21：30 敬業樓 45  

 

6、 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一)族語教學知能課程（共同課程）：6科 12學分。 

(二)族語課程（依族語別分班上課）：4科 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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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名時間及方式： 

(1) 報名方式：網路填寫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Rmm9yqxriygVRgZS8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30中午 12:00。 

(3) 10/1中午 12:00以 email、粉絲專頁、簡訊通知報名結果。 

(4) 若尚有名額，系統將不關閉繼續開放至 10/7 10:00截止，並在 10/8中午

12:00通知報名結果。 

8、 業務承辦人及聯絡方式： 

(1) 校內聯絡電話：(08)766-3800分機分機 23001 康源晉先生 

(2) 校外聯絡電話： 

(1) 高雄市茂林魯凱：陳勝 0910734243、梁琦 0966502235 

(2) 高雄市萬山魯凱：林惠娟 0928428262  

(3) 高雄市多納魯凱：宋麒麟 0938287753 

(4)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 谷聖芬 0982004228 

(5) 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李慧婷 0928520732 

(6) 高雄市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鄭譽成 0989683542 

(7) 高雄市那瑪夏區山棕月語咖啡館 毖詠.伊斯瑪哈單.伊斯立

端 0978623261 

(3) 電子郵件：sakilala7@nptu.edu.tw 

(4) 傳真號碼：(08)723-4577 

9、 其他 

(1) 本計畫受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課程無需收取任何費用。 

https://forms.gle/Rmm9yqxriygVRgZS8
https://forms.gle/Rmm9yqxriygVRgZ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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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學分班及學習班之學員於報名時需繳交新臺幣壹仟元保證金(每門

課)，研習期間因故無法上課，需提出證明請假（不論何種假別），請

假時數超過授課總時數 3 分之 1（即 12 小時）者，保證金解繳國庫且不

發給結業證書。 

(3) 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將取消進修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