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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10 學年度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 

新辦幼兒園遴選須知 

壹、依據 

原住民族委員會「110 學年度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 

貳、目的 

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之目的，在於提供幼兒學習原住民族

語的環境，新辦幼兒園遴選及新聘族語教保人員即為提供幼兒學

習原住民族語環境的方式之一。在本次計畫中，將遴選出 16 間

尚未實施沉浸式族語教學之新辦幼兒園，期望透過增加沉浸式族

語教學幼兒園的間數，更加落實幼兒族語學習環境營造。 

參、主辦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本會） 

肆、承辦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專案管理中心（以下稱專管中心） 

伍、遴選資格 

一、參選幼兒園基本資格： 

參選幼兒園須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相關法令核准設立，並

為下列類別之一： 
(一)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二)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設立之公立幼兒園。 
(三) 私立幼兒園。 

二、如有不符合遴選資格條件而隱匿實情者，如經查證屬實，逕

予註銷參選獲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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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重要期程 

項目 期程 

遴選資訊公告 110 年 12 月 09 日（四） 

遴選送件期限 
110 年 12 月 16 日（四） 

至 111 年 1 月 14 日（五）12：00 止 

新辦幼兒園 
宣傳說明會 

屏東場 
110 年 12 月 20 日（一） 

10：00-12：00 

臺東場 
110 年 12 月 21 日（二） 

10：00-12：00 

花蓮場 
110 年 12 月 22 日（三） 

10：00-12：00 

桃園場 
110 年 12 月 23 日（四） 

10：00-12：00 

新北場 
110 年 12 月 23 日（四） 

15：00-17：00 

遴選會議 111 年 1 月 15 日（六） 

遴選結果公告 111 年 1 月 19 日（三） 

柒、研習時數：為鼓勵各幼兒園相關人員踴躍參與研習，參與者將

給予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時數 2 小時。 

捌、遴選名額 

一、正取 16 名，備取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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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選幼兒園優先順序如下表，瀕危語言別、尚未執行沉浸式

計畫之方言別、縣市詳見附件四： 

排序 幼兒園類型 預定幼兒園 

1 都會原住民人口聚集區 

正取 16 班 
備取若干 

2 
原住民地區 

但未執行沉浸式計畫之地區 

3 瀕危語言別 

4 
尚未執行沉浸式計畫 

之族語方言別 

5 尚未執行沉浸式計畫之縣市 

玖、送件方式 

一、送件期限 

110 年 12 月 16 日（四）至 111 年 1 月 14 日（五）12：00
止，並於期限內至將報名所需檢附資料以電子郵件的形式，

寄至 cid5725@gms.ndhu.edu.tw，逾期者不予受理。 

二、受理單位 

「110 學年度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專案管理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一)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30~17：00。 
(二) 聯絡信箱：cid5725@gms.ndhu.edu.tw 
(三) 聯絡人：（03）890-5722 盧小姐 

三、送件資料 
(一) 【「110 學年度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新辦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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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申請書】word 檔及 PDF 檔。 
(二) 「幼兒園執行理念及行政人員配合度」以文字敘述呈

現。 
※以上資料請於 111 年 1 月 14 日（五）12：00 前，以

電子郵件之形式，寄送至 cid5725@gms.ndhu.edu.tw，
並請致電至受理單位確認是否有收到遴選資料，及檔

案是否能正常開啟。若未致電向受理單位確認收件情

形，視同未完成送件程序，將不予受理。 

四、評選方式 
(一) 由本會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遴選小組，並由遴選

小組委員就參選幼兒園所送之新辦幼兒園遴選申請書

（含參與計畫構想）進行書面審查與評分程序。 
(二) 評分滿分為 100 分，未達 70 分者將不予列入正備取名

額，評分項目與配分詳見下表： 
序

號 
評分項目 

評分

配分 

1. 幼兒園執行理念及行政人員配合度 20 

2. 
未來執行計畫，期許族語教保員如何進

行教學，幼兒園如何協助及支持族語教

保員 
15 

3. 
幼兒園幼童數、族語使用情形 

及族語教學概況 
10 

4. 幼兒園師資及族語能力概況 10 

5. 參與本計畫之動機及優勢 15 

6. 幼兒園環境與組成 10 

7. 如何達到家長及社區之共同參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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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評分項目 

評分

配分 

8. 其他（創意型）的作法 10 

總計 100 

五、錄取作業 
(一) 依據遴選小組之評分擇優錄取 16 間正取員額，此外依

幼兒園遴選成績高低至多列 48 間備取名額，惟遴選成

績未達 70 分者將不予錄取。 
(二) 遴選成績總分相同者（取至小數點第 1 位，小數點第 2

位後無條件捨去），依下列評分項目成績較優者之順序

評比如下表： 

順序 評分項目 

1. 幼兒園執行理念及行政人員配合度 

2. 
未來執行計畫，期許族語教保員如何進行教

學，幼兒園如何協助及支持族語教保員 

3. 幼兒園幼童數、族語使用情形及教學概況 

4. 幼兒園師資及族語能力概況 

5. 參與本計畫之動機及優勢 

6. 幼兒園環境 

7. 如何達到家長及社區之共同參與 

8. 其他（創意型）的作法 

六、錄取榜單公告 
(一) 將於 111 年 1 月 19 日（三）17：00 前，於沉浸式族語

教學幼兒園網站、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公告新辦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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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榜單，專管中心另會以電子郵件及電話的形式個別

通知。 
(二) 錄取後，發現有違反基本條件及報名資格各項規定，經

查證屬實者，即取消錄取資格。 
(三) 錄取幼兒園（正備取）需透過新聘族語教保員甄試，媒

合新聘族語教保員人選，方能成為新辦幼兒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