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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度都會區原住民族學生文化課程體驗營實施計畫 

Bunun 狩獵與記憶 

壹、依據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9 條「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十二年國教基本教育階段

之學生，應提供學習原住民族語言、歷史、科學及文化之機會，並得依學校

地區特性與資源，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文化學習活動。」 

貳、計畫目的 

一、 透過實際走訪部落，了解歷史的意義，進而增進學生民族認同與自信。

二、 提供原住民族學生文化學習之管道，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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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肆、參加對象(限額 30 人) 

一、以居住於都會地區 1之原住民族籍國、高中學生為主。 

二、若有剩餘名額，開放都會地區其他教育階段之原住民族籍學生及對原住民

族文化有興趣之學生。 

伍、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時間與地點： 

場次 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 集合地點 
接駁車 

出發時間 

Bunun 

狩獵與記憶 

南投縣信義鄉 

丹大部落 
111.10.29(六)－111.10.30(日) 台中高鐵站 

8:00 

準時發車 

二、本次活動內容詳情請參考【附件一】。 
 

 

 

 

 

 

 

 

1 
都會區係指除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族地區」，共 55 原鄉以外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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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請依照以下兩步驟報名，紙本或線上報名資料缺一者不予錄取。 

◼ 第一步驟(紙本報名)：請填妥報名表【附件二】及家長同意書【附件

三】後，電子檔E-Mail 至 rubymoses0913@mail.ntcu.edu.tw 或郵寄至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原民中心(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 第二步驟(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b9iAzWgHh93WxT218 

二、即日起開放報名，若人數額滿提早截止報名。若人數超過預定名額時， 

依據網路報名時間作為錄取依據，經承辦單位審查後，回覆錄取名單。 

三、報名截止時間：111年 10 月 16 日(日) 23:59 

四、若公告後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 5 天前電話來電通知本單位 

(04-22188195 阮小姐)，以利備取遞補工作。 

柒、錄取公告 

一、錄取名單將於活動前二週於教育部國教署原住民族教育資訊網 

（https://ieiw.ntcu.edu.tw/#1）統一公告，公告同時將寄發電子郵件及電

話通知錄取之學員。 

二、經承辦單位公告錄取名單，如以電話聯繫通知而未回應與確認者，則取

消其報名資格。 

三、錄取名單公告時間： 

錄取公告時間 回覆確認截止時間 

111.10.18(二)17:00 111.10.20(四)17:00 

捌、活動費用：參加學生全程免費，但須自付往返集合地點之交通費，其活動經

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支付。 

玖、 注意事項 

一、 為保障參與體驗營之權利，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逾期報名

者恕不予受理，亦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 

二、 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落實防疫工作，以確保參與活

動人員健康，所有人員皆須完成三劑COVID-19疫苗接種，並提供疫苗

接種紀錄卡佐證或活動前2日內抗原快篩檢測陰性證明 。 

三、 本次活動可能會接觸到爬蟲類及野生動物，請依自身狀況斟酌報名。 

四、 活動期間學員需住宿於主辦單位安排之住宿地點。 

五、 請務必攜帶健保卡、個人盥洗用具、口罩、換洗衣物、環保餐具、雨

具等物品。另個人藥品等請學員依個人習慣自行選帶。 

六、 請穿著活動方便之服裝及運動鞋，勿穿著涼鞋以避免腳部受傷。 

mailto:rubymoses0913@mail.ntcu.edu.tw
https://forms.gle/b9iAzWgHh93WxT218
https://ieiw.ntcu.edu.t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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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如有感冒發燒、紅眼等傳染病情況產生，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加活動。 

八、 如遇天災(颱風、地震等)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形，經活動地點所屬地方政府

機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或其他重大事故無法辦理，本單位視情況延期或取

消，並即時轉知參與學員及發佈公開訊息。 

九、 若臨時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 5 天前電話通知本單位，以利後續活動

規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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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本次活動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 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依承辦單位規定辦理，同時承辦單位保

有活動變更之權利。 

拾、聯絡資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電話：04-2218-8195(阮小姐) 、04-2218-3398(鄭小姐) 

Email：rubymoses0913@mail.ntcu.edu.tw 
 

拾壹、本活動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公布實施。 

  

mailto:rubymoses0913@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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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內容 

【Bunun 狩獵與記憶】 

⚫ 活動日期：111.10.29(六)－111.10.30(日) 

⚫ 活動地點：南投縣丹大布農部落 

⚫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備註 

第一天 

07：45-08：00 高鐵台中站集合 8:00準時發車 

08：00-09：00 前往水里 轉部落接駁車 

09：00-09：30 水里出發至部落  

09：30-09：50 遊程介紹  

09：50-11：20 健遊瀑布  

11：20-12：40 午餐  

13：00-14：30 獵人體驗&植物拓染  

14：30-16：00 獵人足跡 雙龍林道4.5K~木馬道 

16：30-17：50 晚餐  

18：10- 休息  

第二天 

07：30-08：30 早餐  

09：00-10：05 入山儀式 大曲灣 

10：05-12：35 探訪舊部落 巴庫拉斯 

12：35-13：55 午餐  

13：55-15：00 部落巡禮/神話傳說故事牆  

15：00- 賦歸 
預計17:00 

抵達台中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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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度都會區原住民族學生文化課程體驗營 

「 Bunun 狩獵與記憶」報名表 

編號：                                       註：表內各欄位請詳實填寫，以利辦理保險事宜 

姓名/族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族別  

就讀學校 

及年級 

校名： 

年級： 
餐食 

□葷   

□素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緊急連絡人 

姓名/電話 

姓名：                       電話：                    (請留手機)    

關係： 

特殊身心狀況 □無        □有，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式 

一、 聯繫及諮詢窗口： 

(一)辦理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二)連絡電話：04-2218-8195(阮小姐) /04-2218-3398(鄭小姐) 

二、 紙本報名：rubymoses0913@mail.ntcu.edu.tw 或郵寄至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原民中

心(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三、 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b9iAzWgHh93WxT218 

注意事項 

一、 為保障參與體驗營之權利，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逾期報名者恕不予受

理，亦不接受電話或現場報名。 

二、 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落實防疫工作，以確保參與活動人員健

康，所有人員皆須完成三劑 COVID-19疫苗接種，並提供疫苗接種紀錄卡佐證或活

動前 2日內抗原快篩檢測陰性證明 。 

三、 本次活動可能會接觸到爬蟲類及野生動物，請依自身狀況斟酌報名。 

四、 活動期間學員需住宿於主辦單位安排之住宿地點。 

五、 請務必攜帶健保卡、個人盥洗用具、口罩、換洗衣物、環保餐具、雨具等物品。

另個人藥品等請學員依個人習慣自行選帶。 

六、 請穿著活動方便之服裝及運動鞋，勿穿著涼鞋以避免腳部受傷 

七、 如有感冒發燒、紅眼等傳染病情況產生，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加活動。 

八、 如遇天災(颱風、地震等)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形，經活動地點所屬地方政府機關

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或其他重大事故無法辦理，本單位視情況延期或取消，並即

時轉知參與學員及發佈公開訊息。 

九、 若臨時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 5 天前電話通知本單位，以利後續活動規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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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證屬實

者，將取消本次活動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 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依承辦單位規定辦理，同時承辦單位保有活動變更

之權利。 

mailto:rubymoses0913@mail.ntcu.edu.tw
https://forms.gle/b9iAzWgHh93WxT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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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家長同意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度都會區原住民族學生文化課程體驗營 

「Bunun 狩獵與記憶」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敝子弟          學校     年級     班之學生，姓名__________參

加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於111年10月29日-111年10月30日承辦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111年都會區原住民族學生文化課程體驗營－Bunun 狩獵與記憶」。活動期間

學員一律參與保險並遵守紀律，願意負責叮嚀敝子弟遵守活動期間營隊之規範並依

正常離隊時間準時返家，如因不遵守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發生意外事件，將自行負

責。由於本活動內容設計有體力上的需求，因此敝子弟若有重大疾病建議避免參加，

若有任何因疾病發生之意外，將自行負責。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家長：                 (簽章) 

家長電話：                 (手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