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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 

第一次沉浸課程規劃與實作研習報名資訊 

 

一、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BGfBsc2vcDsha1uK6 

二、研習時間：111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至 2 月 18 日(星期五) 

三、研習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四、報名截止時間： 

11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五、注意事項 

（一）請族語教保員將新學期正在編輯發展的教案上傳至沉浸式幼兒

園的官網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規劃與實作研習」教案，

本研習將由專業老師陪伴各階族語教保員、協同教保員審視教

案，提供建議，共同完成教案的編輯及修正。 

（二）參加實體研習的學員請將教案攜至研習地點，請自行攜帶筆電

參加研習。 

（三）參加線上課程的學員請將新學期正在編輯發展的教案製作成

PPT，將採分組報告形式進行討論。 

六、聯絡方式 

聯絡人：賴桂如 

聯絡電話：03-8905724 

電子信箱：cid5752@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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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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中心 

沉浸課程規劃與實作研習 

一、 目的 

（一）研編學校本位沉浸課程，落實幼兒園參與人員共編沉浸教材教具機

制，為學期課程與教學推動準備。 

（二）藉由三天兩夜研習促進各班族語教保員與協同教學人員經驗交流

與實作分享。 

（三）加強推廣族語教保員及協同教學人員認識沉浸式族語教具應與幼

兒生活作息、環境連結。 

二、 辦理方式 

（一）請族語教保員將新學期正在編輯發展的教案上傳至沉浸式幼兒園
的官網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規劃與實作研習」教案，本研
習將由專業老師陪伴各階族語教保員、協同教保員審視教案，提
供建議，共同完成教案的編輯及修正。 

（二）本次備課將安排原住民族幼教相關專長的老師陪伴，提供教案撰寫
和修改的建議。 

（三）以族群來分組經驗傳承，沉浸式族語共 12 族語別，原則上以族群
語別分組，並調查族保員族語程度自評程度為輔，邀請資深教保員
帶領初階教保員傳承沉浸式族語的教學經驗。 

（四）考量原鄉與都會區環境不同，以及沉浸年度不同，邀請資深族語教
保員，分享在都會區沉浸式族語幼兒園的教學方式。 

（五）課程規劃與實作研習將審視 110-1、110-2，並提供 110 學年度的整
體課程藍圖之建議與陪同規劃。 

（六）每一環節之課程規劃與實作的主題不同，但是互相貫穿交流，可交
叉互動。 

（七）實體以一間大教室為空間，分組討論與實作，陪伴老師將在現場走
動，隨時提供意見。 

（八）本研習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及各縣市
政府防疫規範，視狀況調整研習時間與方式。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3sk5UFEHIb6bsu0O0Payoqh-x8iFwtAc/edit#heading=h.2iq8g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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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習時數 

 全程參加研習人員將核給研習時數 14 小時(1 場次 14 小時)。 

 無故遲到、早退、缺席等情事者，不核予任何研習時數。 

四、 對象及人數 

研習預計邀請沉浸式幼兒園共 107 人，對象如下表，並鼓勵鐘點式之教
保員及族語教師參與。 

沉浸式幼兒園參與對象 

幼兒園類別 參與對象 參與人數 

第八年幼兒園 

（共 10 間） 

11 位族語教保員（丹鳳 2 位） 

10 位協同教保人員 
21 

第五年幼兒園 

（共 11 間） 

11 位族語教保員 

11 位協同教保人員 
22 

第四年幼兒園 

（共 8 間） 

8 位族語教保員 

8 位協同教保人員 
16 

第三年幼兒園 

（共 3 間） 

3 位族語教保員 

3 位協同教保人員 
6 

第二年幼兒園 

（共 10 間） 

10 位族語教保員 

10 位協同教保人員 
20 

第一年幼兒園 

（共 10 間） 

11 位族語教保員 

11 位協同教保人員 
22 

合  計 107 

五、 報名方式 

 為響應環保增能研習報名方式一律採「無紙化」線上報名。報名網

址：https://forms.gle/g6a2jPpDe6u8PUXn6   



4 
 

六、 課程規劃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第一天 

2 月 16 日 

12:30-13:00 報到 

13:00-14:00 

(60 分鐘) 

沉浸式幼兒園的目標與國際趨勢 

主講人：Sifo Lakaw 鍾文觀 

14:00-14:10 休息 

14:10-15:30 

(80 分鐘) 

沉浸幼兒實作的問題與討論 

教案產生的歷程與方法 

主持人：Apay Yuki 湯愛玉 

與談人： Sifo Lakaw 鍾文觀、Kadrui Paljingau 呂美琴 

15:30-15:40 休息 

15:40-17:00 

(80 分鐘) 

學期沉浸式教案的編輯與修正 

評量策略（共同討論） 

主持人：Apay Yuki 湯愛玉 

與談人： Sifo Lakaw 鍾文觀、Kadrui Paljingau 呂美琴 

第二天 

2 月 17 日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180 分鐘) 

沉浸幼兒實作的問題與討論 

例行性活動－生活族語的內容 

（分組討論） 

Kadrui Paljingau 呂美琴、陳惠珠、Tumun Walis 都門瓦歷斯、

Galraigay 陳秀紅、Icyang Ukan 胡秋菊、 ayu 曾秋英、Na'u 

Kanapaniana 李孔曉珊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240 分鐘) 

學期沉浸式教案的編輯與修正 

主題活動的族語內容 

（分組討論） 

Kadrui Paljingau 呂美琴、陳惠珠、Tumun Walis 都門瓦歷斯、

Galraigay 陳秀紅、Icyang Ukan 胡秋菊、 ayu 曾秋英、Na'u 

Kanapaniana 李孔曉珊 

第三天 

2 月 18 日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30 分鐘) 

學期沉浸式教案的編輯與修正 

學習區的族語內容 

主講人：郭李宗文 

09:30-12:00 

(150 分鐘) 

（分組討論） 

操作、語文、扮演、美勞、數學、積木區、特別區 

Kadrui Paljingau 呂美琴、陳惠珠 

12：00-13：00 快樂午餐 

13:00-15:00 

(120 分鐘) 

綜合討論 

生產並確認未來教案的格式 

（共同討論） 

主持人：Apay Yuki 湯愛玉 

與談人：Sifo Lakaw 鍾文觀、郭李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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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通住宿 

(一)住宿：請學員自行訂宿。 

(二)交通接駁：專管中心將安排在花蓮火車站、壽豐火車站定點接駁至國
立東華大學研習地點，接駁時間報名表單已經載明，並另發行前通知。 

(三)交通住宿補助 

交通費 

1. 搭乘公共運輸工具：補助服務機構至會議地點之公民營客運汽

車(檢據核銷)、火車自強號，不得報支飛機、高鐵等。 

2. 自行開車：補助服務機構至會議地點之自強號火車票票價，(火

車站以最鄰近服務機構之火車站至花蓮站)不得另行報支油料、

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 

3. 不補助計程車資。 

住宿費 

補助幼兒園所在地距離會議地點六十公里以上之住宿費，費用學員

先行代墊，研習當日向工作人員繳交住宿費之發票或收據，每名補

助每日上限 2,000 元(補助 2 月 16 日、2 月 17 日住宿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