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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青年進階領袖培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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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教育部 

協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辦單位：中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連絡人：古珮琪 專任助理 

連絡電話：049-2910960分機3715 

聯絡信箱：cofncnu@gmail.com 

 

活動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aAj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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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教育部為了促進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對於原民相關議題

的參與，以及培育原住民族領袖人才深入接觸與了解臺灣原住民族

文化，特於暑假期間辦理「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進階領

袖培育營」，藉此喚起原住民族青年對於原住民族文化認同之意識，

並培養作為一名原住民青年領袖應具備的特質，更深度地養成原住

民族領袖特質及文化認同，並深化體認原住民族歷史脈絡與當代議

題。 

本次全國原住民族青年進階領袖培育營安排了一系列培養領袖

特質之課程，更將帶領原住民青年一同走訪新竹縣司馬庫斯部落，

由當地部落耆老及部落青年帶領課程，強調學習部落慣習與文化實

踐，透過走訪巨木森林及紮根課程的洗禮，將文化意識及自我認同

價值烙印在原住民青年的身體記憶，一步一腳印形塑出「司木-108

年全國原住民族青年領袖營」。 

 

貳、 依據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31日教育部函臺教綜(六)字第 1080014530C號，

同意補助本校 108-109 年大專校院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

申請案。 



參、 目的 

一、 培育參與原住民族相關事務的原住民族青年，提供原住民族

青年學習之管道。 

二、 原住民族(泰雅族)文化了解與部落共作體驗，以實際操作

「做中學；學中做」以及培養「作部落的人」，強化大專原住

民青年文化認知與敏銳度。 

三、 結合司馬庫斯部落相關資源，擴大原住民族青年認識及接觸

部落的機會，注重原住民族青年領導、統御經驗的累積及領

袖特質的養成，並活絡部落組織能力。 

 

肆、 報名資格條件 

106-108年度曾參加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理區域原住民族

青年領袖營之原住民族青年(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大專校

院在學學生)，依據報名時程錄取之(務必提供參與各區域領袖營之

參與證明書檔案為證)。若第二階段報名人數尚未額滿，得由各區域

原資中心提供推薦名單，並經由本中心審查通過者得參與本次活

動。 

 

 



伍、 活動相關資訊 

一、 時間：108年 08月 26日(一)至 108年 08月 30日(五)。 

二、 地點：大華科技大學(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 1號)、新竹縣尖

石鄉司馬庫斯部落。 

三、 錄取人數：正取學員共計 60人(不足額由區域原資中心推

薦)，錄取通知將以電子郵件寄信通知(E-mail: 

cofncnu@gmail.com)，請務必回信確認。 

四、 報名方式：網路表單報名，https://reurl.cc/aAja3  

 

五、 聯絡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六、 聯絡電話：049-2910960分機 3715 (古珮琪 小姐) 

七、 聯絡信箱：cofncnu@gmail.com 

八、 活動期程： 

名 稱 活動日期 

活動宣傳暨報名期間 

(第一階段報名) 

即日起 

至 108年 07月 22日(星期一) 

活動宣傳暨報名期間 

(第二階段報名) 

108年 07月 23日(星期二)起 

至 108年 08月 02日(星期五) 

公告遴選結果 107 年 08月 05日(星期一) 

備註:實際報名及錄取時程，依據本中心最新消息公告為準。 

https://reurl.cc/aAj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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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學員權利與義務 

一、 權利 

(一) 活動費用由教育部補助中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支

應相關經費，參與人員無須負擔相關報名費用。全程參與

者，發放參與證明書乙張。 

二、 義務 

(二) 須全程出席，活動期間遵守部落公約(無菸、無酒)。 

(三) 須同意本中心將個人資料建置於全國原住民族青年領袖營

人才資料庫，並依據個人資料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 

 

柒、 注意事項 

一、 活動報名及活動期間應遵守事項 

(一) 為保障參與領袖營之權利，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

逾期報名者，恕不予受理。 

(二) 為達本次活動最大效益，以及確保學生安全及尊重部落作

息，活動期間嚴禁擅自前往其他區域、進行任何夜間娛樂性

(夜遊、夜騎、外出唱歌、大聲喧嘩等)活動。 

(三) 為確保學員參與活動之權益及最大收穫並尊重部落規範，活

動期間嚴禁吸菸、喝酒、嚼檳榔等行為，夜間也請勿打擾部



落及遊客安寧。 

(四) 為響應環保及節約能源，主辦單位及膳宿單位均不提供餐

具、紙杯、輕便雨具、毛巾及個人盥洗用具等，請自帶環保

餐具、水壺及相關個人盥洗物品(須自備沐浴乳、洗髮精、

毛巾、牙刷、牙膏、洗面乳等個人用品)，替司馬庫斯以及

地球盡一份心力。 

(五) 為配合課程安排，請各位學員攜帶舒適好走的鞋子，並且穿

著活動方便之服裝。 

(六) 為配合活動規畫，鼓勵參與人員自行攜帶族服，一同在司馬

庫斯留下美麗的倩影。 

(七) 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形

發生，經查證屬於者，將取消本次活動參與資格，並自負相

關法律責任。 

(八) 如遇颱風等不可欲因素，以安全考量為優先，將提前寄信、

電話或簡訊通知活動延期資訊，並另公告延期辦理之期程。 

(九) 本活動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主辦單位規定及相關會議訂定

之。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變更之權利。 

  



二、 交通 

去程：8月 26日(一)中午 12:00在新竹火車站出口集合，逾時不

候並請自行負責前往。 

回程：8月 30日(五)下午 16:40前往新竹高鐵站，預計 19:40 抵

達新竹高鐵站，請務必遵守所有集合時間，並留意高鐵、臺

鐵班次之訂票時間。  

注意事項 

主辦單位恕不代訂車票，請自行訂票。



捌、 課程安排 

 8月 26 日(一) 8月 27 日(二) 8月 28 日(三) 8月 29 日(四) 8月 30 日(五) 

06:00-06:30 

新竹火車站 

12:00集合 

(前往大華科大) 

起床梳洗-起床號 

起床梳洗-起床號 

起床梳洗-起床號 
06:30-07:00 

享受早餐  

雅竹餐廳 

07:00-07:30 

巨木森林群探索 

(拉互依．倚岕、牧長老) 

司馬庫斯巨木步道 

享受早餐  

雅竹餐廳 

07:30-08:00 
享受早餐 

雅竹餐廳 

晨會時間 

部落食堂 

08:00-09:00 

溝通與人際互動 

(謝景岳 老師) 

綜二館 2F視聽教室Ⅱ 

祈福儀式/認識司馬庫斯 

(拉互依．倚岕、牧長老) 

司馬庫斯部落 

共作體驗 

(司馬庫斯團隊) 
09:00-11:00 

福利殖民或解殖?  

(王增勇老師) 

司馬庫斯教會 

11:00-12:00 

原住民社會問題剖析 

(暨大團隊) 

司馬庫斯教會 

12:00-13:00 
享用午餐(便當) 

綜二館 2F視聽教室Ⅱ 

享用午餐(部落桌餐) 

雅竹餐廳 

享用午餐(小飯糰、輕食) 

司馬庫斯巨木步道 

部落共餐 

部落食堂 

13:00-13:30 開幕式 效率與深度工作力 

(google教育學程) 

綜二館 2F視聽教室Ⅱ 

跨跨跨-拉椅子來談談 

跨族群溝通(平埔族，蘇莘老師) 

跨世代溝通(徐正義牧師) 

跨國交流(羅雪柔老師) 

部落食堂涼亭 

土地與環境教育 

(林益仁老師) 

司馬庫斯教會 

共作體驗 

(司馬庫斯團隊) 

13:30-17:30 
戶外領導教育體驗 

大華科大山訓場 搭乘九人座至司馬庫斯 

(15:00以後可以入山) 

未來發展與時代趨勢 

(拉互依．倚岕老師) 

司馬庫斯教會 

結業式 

司馬庫斯教會 

司馬庫斯前往 

新竹高鐵站 

(16:40後下山) 

17:30-18:30 
享用晚餐(便當) 

綜二館 2F視聽教室Ⅱ 

享用晚餐(部落套餐) 

嘉南咖啡美食屋 

享用晚餐（部落在地餐) 

部落食堂 

享用晚餐(部落烤肉) 

烤肉場 

18:30-21:00 

團體動力培養 

(黃婉君 老師) 

綜二館 2F視聽教室Ⅱ、操場 

領導決策與分析 

(馬賽‧穌隆頭目、 

優勞伊將長老) 

司馬庫斯教會 

毅力與堅持 

(暨大團隊) 

司馬庫斯教會 

部落之夜:部落晚會 

(暨大團隊) 

司馬庫斯風雨球場 

21:00-22:00 分享與討論 

22:00- 入住大華科大學生旅館 盥洗就寢(入住司馬庫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