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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2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 

臺灣培訓班學員報名簡章 

壹、計畫目標 

一、鼓勵臺灣原住民族及南島區域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並培育參

加全球性與區域性之原住民族國際會議青年人才，為我國文

化外交開拓嶄新空間。 

二、激發南島青年多元議題思考及認識，實際參與南島民族議題

及公共事務討論，提升青年行動力。 

三、強化南島民族論壇各會員間文化與政策議題交流，建立青年

對話平台與網絡，並延續彼此交流情誼。 

貳、學員人數與資格 

一、招生人數：共計 30名。 

二、臺灣原住民族學員：計 15名。 

(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參訓學員：計 3名，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提

供參訓名單；若不足額，則由會外參訓人員名單遞補。 

(二) 會外參訓學員：計 12名（須經遴選）。 

1.須具備原住民族身分（年齡以 18歲至 40歲為原則）。 

2.符合下列任一項資格者尤佳： 

(1)曾獲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參與國際會議之人員。 

(2)原住民族非政府組織及部落代表。 

(3)原住民族行政人員。 

(4)曾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並結訓人員。 

(三) 語言條件：英語，宜具英語檢定證明（全民英檢，或相當

程度之英檢以上），且另具族語檢定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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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島及國際學員：計 15名（逕由駐臺使館代表處推薦，並由

本會審查）。 

由南島民族論壇 13個會員（帛琉、諾魯、吐瓦魯、吉里巴斯、

馬紹爾群島、索羅門群島、印尼、關島、菲律賓、夏威夷、

紐西蘭、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1觀察員（貝里斯）、

美國、加拿大及澳洲駐臺使館代表處推薦，共計 15名；若不

足額，名額由會外參訓學員名單遞補。 

四、以上報名參與臺灣培訓班學員，原則以近 3 年內（108 年至

110 年）未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者優先錄

取。 

參、培訓時間與地點 

一、辦理日期：111年 7月 22日（星期五）至 7月 27日（星期

三），計 6日。 

二、辦理地點：臺東縣臺東市南王部落及建和部落。 

三、課程規劃：（採全英語授課）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基礎課程 

【2小時】 

全球化下的南島觀點 1 

南島民族論壇的設立與未來展望 1 

專業知識與 

技能課程 

【19.5小時】 

部落議題交流─南王部落 3 

部落議題交流─建和部落 3 

族群及部落議題─認識卑南族與文化的保存及復振 1 

參訪考察─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3 

南島民族議題工作坊 1─觀光發展對南島民族文化的影響 1.5 

南島民族議題工作坊 2─南島民族文創與青年返鄉 2 

南島民族議題工作坊 3─南島民族健康與社會安全體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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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南島民族議題工作坊 4─南島民族樂舞及影像創作 1.5 

南島民族議題工作坊 5─南島民族教育暨語言復振 1.5 

國際會議參與技能 1.5 

團隊實作課程 

【3.5小時】 

南島民族國際青年圓桌論壇 2 

培訓學員成果展示 1.5 

其他課程 

【13小時】 

開訓典禮 1 

南島文化之夜 2 

分組議題導論 1 

小組時間 7 

綜合座談 0.5 

結訓典禮 1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說明及經驗交流 0.5 

合計 38小時 

肆、學員權利與義務 

一、權利： 

(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負擔臺灣培訓班課程費用。 

(二) 全程參與者將頒發結訓證書乙張。 

(三) 本培訓計畫結訓證書可作為後續辦理相關海外實（研）習

參訪團遴選證明。 

(四) 參加本次培訓班結訓之優秀學員，若亦報名區域培訓班，

得優先由原住民族委員會遴選 3 名赴國外進行移地訓

練。 

(五) 為拓展原住民族青年串聯與實踐場域，原住民族委員會將

遴選推薦本年度及歷年結訓之本國及南島學員組隊（以 6



4 

 

人為限）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

獲推薦之團隊即取得團隊入選資格。 

二、義務： 

(一) 須全程參與。 

(二) 須於本培訓班結束後 14天內繳交心得報告乙篇（以英文

撰寫；字數另訂）。 

(三) 須同意原住民族委員會將個人資料建置於其國際事務人

才資料庫，並依個人資料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

理。 

(四) 配合原住民族委員會各項業務活動、擔任志工、參與該會

辦理相關研討會（活動）或協助相關接待翻譯工作。 

(五) 獲原住民族委員會遴選推薦並取得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入選資格團隊須參與該計畫先

修課程，並依規定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6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5時止。 

二、報名方式說明（擇 1即可）： 

(一) 官網報名：登錄網頁後點選【報名資訊】，即可進入線上

報名系統首頁，填妥資料後送出表單。 

(二) 電郵報名：填妥簡章附件報名表後，併同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二吋大頭照，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證明資

料（如歷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參訓結訓證書、語文檢定測

驗 合 格 證 書 或 成 績 單 影 本 等 ） 寄 至

nccu.austronesian.forum@gmail.com，來信主旨務必註明：

「報名參加『2022 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

培訓』—臺灣培訓班學員遴選」，承辦單位將於收件後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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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回電並確認。 

陸、資料審查與錄取公告 

一、資格審查： 

(一) 報名學員須符合簡章所定必備條件，且於期限內完成報名

程序。 

(二) 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在學證明、在

職證明、服務證明等）。 

(三)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證明資料（如歷年國際事務人才培

訓參訓結訓證書、語文檢定測驗合格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等）。 

(四) 凡逾期或資格不符者，不予錄取。 

二、錄取公告： 

(一) 錄取人數：正取 12名；備取 20名。 

(二) 錄取名單將公告於本活動網頁，公告同時將寄發錄取簡訊

並以電話通知錄取學員，確認錄取結果收悉。 

(三) 經培訓單位公告錄取名單 3日內，如以簡訊及電話聯繫未

果，則取消其培訓資格。 

(四) 候補錄取：錄取名單公告後，如有學員主動申請放棄培訓

者，或經培訓單位以簡訊、電話聯繫而通知不到之學員者，

將依序遞補符合資格之學員至活動前一日，候補錄取學員

後續將以簡訊及電話通知。 

柒、培訓成績考核 

參訓學員須全程配合課程及活動，並進行成果報告，續經評鑑合

格者，始能取得結業證書。 

捌、注意事項 

一、鑒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盛行，本培訓將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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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中心所公布「公眾集會因應指引」及「社交距離注意事項」

等規定措施辦理，此外，為因應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原住民族委員會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二、為保障參與培訓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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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需申請公假、登錄公務人員時數者，請務必於報名表上勾

選，並註明服務機關單位全名，以利提供妥善服務。 

四、培訓期間學員之交通費用，依照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訂補助規

定支給，相關規定請至本活動網頁查詢。 

五、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等情事

發生，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本次培訓資格，並自負相關法

律責任。 

六、培訓期間僅以學員為補助對象，請勿攜伴參加，若有攜伴者，

取消本培訓參訓資格。 

七、本報名資料附件報名表之【對南島民族議題之了解與觀察】

與【參與培訓之動機及期待】，務必依規定並以英文填寫。 

八、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定及相關會議

決議辦理。 

玖、交通資訊（於開訓前進行通知） 

拾、附件（臺灣培訓班學員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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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臺灣培訓班學員報名表 

姓名  
（與身分證一致） 

英文  性別  

請務必浮貼二吋大

頭照乙張 

族名  族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日： 夜：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最高學歷  

服務機關或 

就讀學校系所 
 職稱  

是否為歷年參

訓結訓學員 

□是，為_____ 年結訓學員       □否 

※請檢附參訓結訓證書 

公務人員 

終生學習時數 
□是     □否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住宿 培訓期間 111年 7月 22日至 7月 26日學員一律須配合住宿。 

語言溝通能力 

1.英語：□TOEFL：＿＿分；□TOEIC：＿＿分；□IELTS：＿＿分 

□全民英檢：＿＿級；□其他： ____（詳述檢定名稱與級數） 

2.族語（______語）：□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優級 

3.其他外國語言（______語）：□流利；□尚可；□略通 

※若有務請檢附語文能力檢定測驗合格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國內緊急 

連絡人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參與國內原住

民族非政府組

織經歷 

組織名稱 職    稱 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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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活動 

經歷 

活動名稱 國    家 起、迄年月 

   

   

   

有興趣探討之

議題主題排序 

□觀光發展對南島民族文化的影響 

□南島民族文創與青年返鄉 

□南島民族健康與社會安全體系 

□南島民族樂舞及影像創作 

□南島民族教育暨語言復振 

【對南島民族

議題之了解與

觀察】 

依照上題所列

主題，擇 1主題

書寫 

※以英文書

寫，至多 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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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培訓之 

動機及期待】 

※以英文書

寫，至多 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