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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推動在職教師進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主題相關課程計畫 

原轉巡講團師資培訓（三階段課程）報名資訊 

壹、 計畫緣起：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於 108學年度實施，在新課綱中出現為數不少的

原住民族相關條目。此外，蔡英文總統就任後，即推動成立轉型正義相關單位，以推動

臺灣轉型正義。經盤點教育部及原民會已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教師相關進修計畫，基於多

元文化研習及十二年國教課綱條目延伸教案範本成果，賡續深化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

型正義（以下簡稱原轉）內涵，以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第一線教師更加認識原轉主題。 

貳、 計畫目的： 

本計畫將聚焦於「原轉意識」的落實，邀請第一線教師組成巡講團，預計以國、高

中之在職教師為主要對象，推動辦理原轉師資培訓課程及教學增能系列計畫，以原轉為

主題，分享基本觀念、教學策略、參考資料等不同內容，以協助參與之第一線教師，妥

適地將原轉意識融入教學之中。以上工作期待深化原轉意識，並進一步發揮外溢效應，

從老師、學生向外擴及至家人、社會層面，期盼能具體落實多元尊重、和諧共榮的最終

目標。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肆、 辦理內容： 

一、 課程名稱：原轉巡講團師資培訓（三階段課程） 

二、 培訓對象： 

（一） 國、高中社會領域教師，或對原轉議題有興趣之其他領域教師，共計 90名。 

（二） 培訓成員須完整參加三階段課程及各階段所交付作業者，即授予培訓證書

與成為原轉巡講團師資。 

三、 培訓任務：屆時須配合原轉巡講活動，擔任原轉主題教學增能研習之講師。 

四、 培訓地點： 

（一） 第一階段（全）、第二階段（全）、第三階段（5/26巡講工作坊）： 

臺北 YMCA城中會館（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 19號 2樓） 

（二） 第三階段（5/27巡講演示）： 

天成大飯店（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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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訓時間： 

階段 班別 日期 

第一階段 
國中 111年 3月 24、25日（星期四、五） 

高中 111年 4月 7、8日（星期四、五） 

第二階段 
國中 111年 4月 21、22日（星期四、五） 

高中 111年 5月 5、6日（星期四、五） 

第三階段 綜合（國、高中） 111年 5月 26、27日（星期四、五） 

六、 培訓課程： 

（一） 第一階段：課程目標為原轉意識的認識。 

時間 內容 

第

一

天 

09：40-10：10 報到 

10：10-10：30 【開幕致詞】 

10：30-12：00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12：00-13：30 中餐 

13：30-15：00 【原轉巡講團】 

15：00-15：15 休息 

15：15-16：45 【族群主流化的歷史教科書】 

16：45-17：00 【原轉巡講怎麼做】 

17：00-18：30 晚餐 

第

二

天 

08：30-09：00 報到 

09：00-11：00 【原轉會主題小組分享】 

11：00-11：15 休息 

11：15-12：15 【促轉與原轉】 

12：15-13：30 中餐 

13：30-14：30 【原轉與教案】 

14：30-15：30 【原轉進行式】 

15：30-16：00 【原轉巡講團分組】 

16：00- 賦歸 

（二） 第二階段：課程目標為原轉意識融入課程。 

時間 內容 

第

一

天 

10：00-10：30 報到 

10：30-12：00 【全民原教】 

12：00-13：30 中餐 

13：30-15：10 【團員教案分享】 

15：10-15：2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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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5：20-17：00 【團員教案分享】 

17：00-18：30 晚餐 

第

二

天 

08：30-09：00 報到 

09：00-10：40 【團員教案分享】 

10：40-10：50 休息 

10：50-12：30 【團員教案分享】 

12：30-13：30 中餐 

13：30-15：10 【團員教案分享】 

15：10-15：20 休息 

15：20-16：00 【討論分組工作】 

16：00- 賦歸 

（三） 第三階段：課程目標為完成巡講資料與研習規劃。 

時間 內容 

第

一

天 

10：00-10：30 報到 

10：30-11：00 【工作坊說明】 

11：00-12：30 【巡講工作坊】 

12：30-13：50 中餐 

13：50-15：20 【巡講工作坊】 

15：20-15：30 休息 

15：30-17：00 【巡講工作坊】 

17：00-18：30 晚餐 

第

二

天 

08：00-08：30 報到 

08：30-10：00 【巡講演示-國中】 

10：00-10：10 休息 

10：10-11：40 【巡講演示-高中】 

11：40-12：00 【閉幕】 

12：00- 賦歸 

七、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1年 2月 15日（星期二）止 

（二）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yGq6uAorHkzMLD6XA 

（三） 錄取公告日期：111年 2月 28日（星期一）前 

八、 研習時數：全程參加者（共三階段），核予研習時數 34小時，培訓完成後由本中

心統一登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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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住宿資訊： 

本次培訓由本中心統一安排住宿（臺北青年國際旅館 Y Hotel Taipei，臺北市中正

區許昌街 19號），有需求者請於報名時勾選。 

陸、 交通資訊： 

一、 臺北 YMCA城中會館 

（一） 從臺北車站來 

 臺鐵、臺北捷運、高鐵於臺北車站共站，可依站內指標往東南方向行走，找

到捷運站M8出口。沿左前方許昌街，步行約 3~4分鐘即可抵達 YMCA。 

（二） 從松山機場來 

 公車：搭 262、5號公車，於臺北車站下車，費用為單程一段票 15元。 

 捷運：搭文湖線（棕線）至忠孝復興站轉乘板南線（藍線），於臺北車站下車。 

（三） 自行開車 

 培訓地點提供之免費停車位數量有限，無法預定或保留。 

 可停至鄰近百貨公司之地下停車場（如：鼎晟停車場－平面車位；新光摩天

大樓停車場－機械車位居多），費用需自行負擔。 

二、 天成大飯店 

（一） 從臺北車站來 

 臺鐵、臺北捷運、高鐵於臺北車站共站，可依站內指標找到捷運站M3出口，

上來左側即可抵達天成大飯店。 

（二） 自行開車 

 飯店設有地下停車場，共兩層。停車優惠免費 4小時。 

柒、 注意事項： 

一、 請參加教師務必「全程參與三階段課程」，以利取得培訓證書。 

二、 為響應紙杯減量，請參加教師自備環保杯。 

三、 請各校惠予參加教師以公（差）假及課務排代方式出席。 

四、 為配合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政策，敬請留意以下資訊： 

（一） 課程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課後休息時間，請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二） 進入教室前請配合量測體溫，額溫攝氏 37.5度以上者不得參與課程。 

（三） 請注意個人清潔，勤洗手，或自備 75%酒精清潔消毒。 

（四） 若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者請在家休息，勿參與課程。 

五、 未來將視中央流行疫情防疫指揮中心發布疫情訊息進行調整，本中心有因應疫情

而改變形式、延期，或取消培訓課程之權力。屆時若因疫情關係改變為線上課程

形式，將個別通知參加教師，並公告於本中心網站，敬請密切留意相關資訊。 

六、 聯絡人：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陳怡君小姐、Pisuy Bawnay筆述一．莫耐小姐 

電話：03-8905723、03-8905721 

電子信箱：itc@gms.ndhu.edu.tw 

中心網站：https://c045.ndhu.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