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原住民族青年原鄉部落參與行動探索營試辦計畫
活動簡章
壹、目的
為協助原民青年接近使用青年署各項公共參與培力資源，培育青年領
袖人才參與部落創生、社區發展與族群公共事務，將試辦原鄉探索活動，
引導原民青年實地探查與認識地方創生與社區發展經典案例，使其具備部
落發展及參與公共事務之基礎能力，並鼓勵及輔導其未來參與青年署相關
計畫，以實際行動加強自身競爭力，並轉變成為部落與族群發展之新動力。
貳、主辦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下稱青年署)
參、承辦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
肆、時間及地點
舉辦兩梯次活動，每梯次安排 3 天 2 夜（含住宿），每人只能參加一梯
次。可於報名時，填寫梯次志願序，以利安排；若因時間因素，僅選擇一
梯次，亦可。
一、第一梯次 108 年 10 月 18 日（五）至 10 月 20 日（日）
二、第二梯次 108 年 11 月 01 日（五）至 11 月 03 日（日）
伍、報名方式
一、參加對象：18 至 35 歲關心部落事務且具有熱情之原住民族青年為
限。並需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一)大專校院大三以上或研究所原民學生。
(二)對於返鄉投入地方創生、部落產業及社區發展極具興趣之原民社
會青年。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23：59 完成線上報
名。
三、報名資訊：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青年署、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課
程發展協作中心網站並填寫報名資訊（網址：https://www.facebook.
com/icdc.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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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確保錄取者確實出席及珍惜培訓資源，本培訓將於名單公告後寄發
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錄取者確認出席。
陸、遴選與錄取方式
一、遴選方式：
(一)預計正取 50 人、備取 20 名，原則每場錄取 25 位原住民青年。由
青年署組成審查小組，依據報名動機、族群比例等原則綜合審
查。
(二)遴選標準
1、 自我介紹（30%）
2、 參與動機（50%）
3、 公共事務參與經驗（20%）
二、錄取方式：
(一)依報名資料進行審查（未於報名期限截止前完整上傳資料者，不
予受理），依遴選分數高低及梯次志願序進行排序，倘同分者將以
遴選標準之權重最高者進行比序。
(二)錄取名單預計於 108 年 9 月 27 日在青年署官網及網站公布。
(三)錄取名單公告後，正取者將會發送手機簡訊及電子信箱通知，請
依錄取信件內容之繳款帳號，於指定時間內繳交出席保證新台幣
500 元整，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
補。
柒、培訓規劃
一、地方創生政策及人脈建立：由部落在地青年或青年署舉辦之青年社區
參與行動獲獎青年團體向學員分享其創業歷程以及部落創生產業生
態，約 2 小時。
二、實地參訪與部落經驗交流：將原民青年實地參訪，透過實地走入部
落，進行深度的交流及體驗，瞭解部落創生產業的發展歷程，以及如
何讓該部落以創生產業的方式重現其特色並持續發展與部落居民達到
相互和諧共好之目的，約 11 小時。
三、實作工作坊：介紹青年署 Changemaker 計畫以及如何撰寫其計畫。由
在地創生產業青年團體負責人擔任輔導老師，以工作坊課程之方式進
行本次活動之成果製作。各梯次學員招收 25 人並分為 5 人一小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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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組皆有其成果製作之主題方向：自然生態及保育、文創產業、環
境景觀、農牧產業、音樂產業、飲食文化、人文教育，共七大主題依
各梯次參訪之部落作調整。最終發想目標回歸至自身如何以此次探索
營期間所學與自身能力整合出適合原生部落的回饋行動，約 4 小時。
四、心得分享：學員以影片及口頭報告分享活動期間之成果，並由專家學
者或當地創生產業負責人主持與回應，1.5 小時。
捌、權利及義務
一、青年署負擔培訓期間全程食宿。惟經通知錄取者應於指定時間內繳交
新臺幣 500 元保證金，未繳交者視同棄權。由備取者依序遞補。繳費
後若因故無法參與，須於活動前 10 天以書面通知，否則保證金不予退
還。完成全程參與後，保證金全數退回。
二、參加者應自行負擔至活動集合定點之交通費。如身分屬中、低收入戶
等經濟弱勢者，青年署將視情況提供來回交通費及集合前一日外縣市
住宿費補助。
三、學員應全程參加者且必須完成小組地方創生發想及個人心得報告，使
得頒發參訓證明書。
四、本活動時間，須全程配合住宿，若活動過程中因個人因素請假逾 2 小
時以上者，將不予頒發參訓證明書，亦不退還保證金。
五、請假規定：活動進行期間全勤是基本原則，非緊急事故不得請假（不
可隨意脫隊或請假，除非重大或明顯疾病、親友之喪事）。請假申請必
須經過（小組長及計畫承辦人員、計畫主持人）一致同意並簽名始生
效。
六、本活動如因天候影響而停辦或延期報到時，將以電話、簡訊...等適當
方式通知，並以本中心網站公告通知。
七、各學員於活動期間，產出之創生發想及個人心得報告之相關文字、影
像等內容資料，皆同意青年署及其相關委辦計畫業務承辦單位使用，
以作為業務推廣之用。
八、同意青年署將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理
（註）。
註：青年署為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蒐集
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事由與目的範圍內，直接或間接蒐集、處理
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及運用。當您的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消失或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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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時，您同意本案得繼續保存、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除青年
署於專案執行期間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為遵循其他法令之規定
者外，您可於專案期間隨時向青年署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當您完成報名時，表示您同意其內容。
玖、注意事項
一、培訓期間倘為上課或上班時間，青年署不出具任何形式之請假證明文
件。
二、保證金將於全程參與探索營，結束當天現場進行發還，並簽立收據以
示完成退還保證金手續，若未全程參與探索營將不發還保證金。
三、未滿 20 歲之學員，請檢附家長同意書。
壹拾、承辦單位聯絡方式
聯絡人：陳小姐（03）890-5782
E-MAIL：icdc.y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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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原住民族青年原鄉部落參與行動探索營報名表
基本資料
姓

出生日期

名
請檢附「戶口名簿」或

族

生理性別

住宿安
排使用

族名

別 「戶籍謄本」(3 個月內)
以茲證明

飲食習慣

身分證字號

○葷 ○素

第 優先：第一梯次 10/18-20 樂野部落、山美部落、茶山部落)
梯 次 選 擇 第 優先：第二梯次 11/01-03 石山部落、鸞山部落、桃源部落)
(請填寫志願序，以利安排；若因時間因素，僅選擇一梯次，亦可)
目前在忙什
麼？

○是個學生 ○已經在工作 ○待業，等待機會 ○其他

最 高 學 歷 ○研究所(含)以上 ○大學(四技) ○二技(二專)○五專 ○高中
學 校 名 稱

(畢業/在學)

科

系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無 ○有 請說明特
特 殊 病 史 殊病史ˍˍˍˍˍˍ

手

機

E - M A I L

住 家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臺北 ○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南投
你 從 哪 裡 來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屏東 ○臺東 ○花蓮 ○宜蘭
○基隆 ○金門 ○澎湖 ○馬祖 ○其他ˍˍˍˍ
是 否 持 有 經 ○否
濟 弱 勢 證 明 ○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 70 萬以下
5

(中低收入戶，請檢附最近年度鄉、鎮、市、區公所核發有效之證明文
件。家戶年所得 70 萬以下者，可檢附國稅局核發之全戶所得證明，個人
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電子檔於報名截止前，以電子郵件寄至
lun7920@gms.ndhu.edu.tw，逾期或資料不齊者不予受理及補件)
如何得知本
活動？

□Facebook □青年發展署網站□學校 □PTT □親友介紹□宣傳海報
□其他ˍˍˍˍˍ

1. 自我介紹(20%)：在有限的 200 字內，和我們聊聊你自己。

2. 參與動機(60%)：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想參與本探索營活動？(至少 300 字)

3. 公共事務參與經驗(20%)：你的過往經驗是賦予你智慧和勇氣的來源，請和我們分享
你在學校，社區等地方有相關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至少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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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原住民族青年原鄉部落參與行動探索營第一梯次行程（暫定）
日期: 108年10月18日（五）至10月20日（日）
地點：樂野部落、山美部落、茶山部落
第一梯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06:30-07:00
07:00-07:30
盥洗及早餐時間
07:30-08:00
車程
08:00-08:30
(請自行前往)
車程
(樂野─達娜伊谷生態公
08:30-09:00
園)

第三天
盥洗及早餐時間
車程
(嵩茂休閒中心─樂野
活動中心)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介
紹
(樂野活動中心)

09:00-09:30
09:30-10:00

集合
(嘉義火車站)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3:00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I-1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

車程

部落創生發想工作
坊
(樂野活動中心)

(嘉義火車站─樂野)
午餐
始業式

午餐
車程

(樂野活動中心)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茶
山)

部落創生與原青職
涯
(樂野活動中心)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I-2
(茶山)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
(樂野活動中心)
晚餐

午餐
發想成果分享暨回
應
(樂野活動中心)
結業式暨綜合座談
(樂野活動中心)

賦歸
部落創生典範經營分享與
交流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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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18:00-18:30

(樂野活動中心)

(茶山活動中心)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部落創生典範經營
分享與交流 I
(樂野活動中心)
車程

晚餐

20:00-20:30

車程

20:30-21:00
21:00-22:00

第三天

盥洗及就寢

盥洗及就寢

活動課程簡述:
一、 部落創生與原青職涯：邀請在地青年以講座分享，回到部落後，如何
結合外在環境與自身條件，發展產業之歷程。
二、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由樂野部落的解說導覽人員帶領學員，實際走
訪部落旁「迷糊步道」，認識其生態與文化意涵。
三、 部落創生典範經營分享與交流 I、II：部落的負責人員主講，在部落
發展的同時，如何仍能保持居民、環境、產業與文化保存的共存與共
識。
四、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I-1-2：在社區專業解說員的帶領下，進行實地踏
查，分別走訪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與茶山部落，認識以自然生態產
業為主軸的部落發展模式與鄒族文化。
五、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介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派任專
員與學員分享、介紹 Changemaker 計畫以及如何撰寫其計畫。
六、 部落創生發想工作坊：將由輔導老師，分別協助每組同學於成果主題
之進行方向意見。
七、 發想成果分享暨回應：學員以影片及口頭報告分享活動期間之成果，
由主持人與當地創生產業負責人做主持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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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青年原鄉部落參與行動探索營第二梯次行程（暫定）
日期: 108年11月1日（五）至11月3日（日）
地點：石山部落、鸞山部落、桃源部落
第二梯次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7:30-08:00
盥洗及早餐時間
車程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08:00-08:30
(布農部落─自然森林博物館) 2.0 Changemaker
車程
介紹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I-1
08:30-09:00
(請自行前往)
(布農部落會議室)
(自然森林博物館)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部落創生發想工作
坊
10:30-11:00
集合
(布農部落會議室)
(台東火車站)
11:00-11:30
車程
11:30-12:00
(台東火車站─石山)
午餐
午餐
12:00-13:00
午餐
始業式
13:00-13:30
(石山木工坊)
發想成果分享暨回
車程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部落創生與原青職涯
(石山部落)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
(石山部落)

應

(自然森林博物館─布農部落)

(布農部落會議室)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I-2
(布農部落)

結業式暨綜合座談
(布農部落會議室)

部落創生典範經營分享與
交流 II
(布農部落/自然森林博物館)
賦歸

晚餐

晚餐

部落創生典範經營分
享與交流 I

文化之夜
9

第二梯次
時間
19:30-20:00
20:00-20:30

第一天

第二天

(石山木工坊)
車程

(布農部落)

20:30-21:00

第三天

盥洗及就寢

21:00-22:00
盥洗及就寢
活動課程簡述:

一、 部落創生與原青職涯：邀請部落青年以講座分享，回到部落後，如何
結合外在環境與自身條件，發展產業之歷程。
二、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由石山部落的解說導覽人員帶領學員，實際走
訪部落現有發展之各項產業，如何帶動發展與未來展望。
三、 部落創生典範經營分享與交流 I、II：部落的負責人員主講，在部落
發展的同時，如何仍能保持居民、環境、產業與文化保存的共存與共
識。
四、 部落創生典範踏查 II-1-2：在社區專業解說員的帶領下，進行實地踏
查，分別走訪自然森林博物館與布農部落，認識以自然生態產業與文
化產業的部落發展模式。
五、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介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派任專
員與學員分享、介紹 Changemaker 計畫以及如何撰寫其計畫。
六、 部落創生發想工作坊：將由輔導老師，分別協助每組同學於成果主題
之進行方向意見。
七、 發想成果分享暨回應：學員以影片及口頭報告分享活動期間之成果，
由主持人與當地創生產業負責人做主持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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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您好：
為參加「原住民族青年原鄉部落參與行動探索營試辦計畫」之確
認經濟弱勢身分(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家戶年所得新臺幣70萬元
以下)等需要，本人同意提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使用姓名、出生年月
日、性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惟僅限使用於本計畫
必要之範圍內，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
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此致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監護人/緊急聯絡人：

（簽名）

與立同意書人關係：

中華民國

年
11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