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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中心遠距教學課程遴聘原住民族族語教學支援人員，於本

小族語教學遠距教室（東新國小二樓），透過網路、視訊媒體與帳

號認證機制，藉由遠距教學系統平台，透過 e-learning 的模式，

與原住民族學生進行線上同步學習，使用資訊設備進行線上雙向

教學，以解決臺北市各校在甄聘原住民族語教學師資之困境。 

 

  自 100 學年度開設迄今，開設賽考利克泰雅語、賽夏語、秀

姑巒阿美語、郡群布農語、雅美族語、太魯閣語、霧臺魯凱語、

東排灣語等數個方言別課程，本遠距教學平台至今提供至少 200

位原住民族學生、4,000 人次使用本系統進行原住民族語、文化

線上學習活動。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實施數據摘要如下： 

  本學期開設太魯閣語、郡群布農語、東排灣語、賽考利克泰

雅語、賽夏語、雅美語、霧臺魯凱語及秀姑巒阿美語等 8 個方言

別課程，共有 18 所學校、共計 35 位學生申請遠距教學，上課時

間自 108 年 09 月 09 日起至 109 年 01 月 10 日止，族語教學課程

計 137 節次，使用本系統進行原住民族語線上教學計 427 人次，

並於 108 年 8 月 28 日辦理 1場系統操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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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北市推動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系統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 

(二)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計畫。 

(三) 臺北市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系統建置計畫。 

二、 目標 

(一) 協助國民小學原住民教學工作，推展十二年課綱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 

(二) 培養本土語言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能有效應用本土語言。 

(三) 增進原住民族族語能力，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承辦單位：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五、 協辦單位：臺北市本土語言教學推動工作小組、臺北市本土語言教學輔導小組 

六、 實施方式 

(一) 本局為解決少數族語師資甄聘不易及交通不便之學區問題設置遠距教學系統。 

(二) 本系統具有多點主、收播端連線功能，並透過網路專線及聲音影像即時傳輸接收，使 

 授課教師與學生能即時互動；另授課教材及學期間作業會置於 web server 供學生學習 

 參考，師生可透過 e-mail及 blog等之管道進行討論。 

七、 參加對象：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有修習原住民族語意願之學生。 

八、 課程內容 

(一) 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課程為主。 

(二) 原住民族語自編教材為輔。 

九、 預計開課時間（同族語可擇任一時間）：108.09-109.01 

(一) 太魯閣語:每週一晨光時間（07:50~08:30） 

(二) 秀姑巒阿美語：每週二晨光時間（07:50~08:30） 

(三) 郡群布農語：每週二晨光時間（07:50~08:30） 

(四) 東排灣語：每週二晨光時間（07:50~08:30） 

(五) 賽考利克泰雅語：每週三晨光時間（07:50~08:30） 

(六) 賽夏語：每週四晨光時間（07:50~08:30） 

(七) 雅美語：每週四晨光時間（07:50~08:30） 

(八) 霧臺魯凱語：每週四晨光時間（07:50~08:30） 

(九) 秀姑巒阿美語：每週五晨光時間（07:50~08:30） 

(十) 其他：請將需求族語別及上課時間填入申請表(審查後通知開課情形) 

十、 申請方式 

若校內學童有選修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課程之需求，可於每學期開學前 2周填具「臺北市原

住民族語遠距教學課程選課(需求)調查表」(如附件)，核章後之正本請留校備查；並依申請

表說明傳送申請表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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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開(選)課原則 

(一) 本遠距教學平臺主要為服務本市原住民族語學生選修族語課程使用，並且以少數族語 

 師資甄聘不易及交通不便之學區為主要開課之依據。 

(二) 各校辦理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課程之開設工作，應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聘任辦法第 5條規定辦理甄選或聘任，如經一定程序尚無法完成支援人員之聘任工作，  

 始得申請本教學系統平臺之服務，並須檢附學校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徵選相關書 

 面文件(如附件)。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遠距教學網址：tpiec.tp.edu.tw 

(二) 請貴校資訊組或系管師協助針對 163.21.179.8、163.21.179.9，開放雙向 TCP Port： 

 80、81、82、8080、443、1935、5080。 

(三) 瀏覽器僅支援 Internet Explorer，版本 6～8皆可。 

(四) 請務必幫學生準備一組耳機、WebCam，可另外準備手寫板便利學生於電腦上書寫，但 

 非必要。另針對不同環境之收音與發音設備建議如下： 

a. 使用耳機麥克風收音發聲：請將 WebCam 及電腦預設錄音功能關閉，關閉方式請搜

尋＜減少語音回授問題＞，或請參閱使用手冊＜附件 2-如何減少語音回授情形

-win7-有使用耳機麥克風＞、＜附件 3-如何減少語音回授情形-xp-有使用耳機麥

克風＞。 

b. 使用 webcam 收音、外接音箱發聲：請將電腦預設錄音功能關閉，請參閱<附件 4-

遠距教學收播端環境設施建議-無使用耳機麥克風-win7>。 

(五) 採用遠距教學學習時，學習環境必須為獨立且無干擾之區域，尤其是採用 webcam收音、 

 外接音箱發聲方式者，以免造成聲音干擾影響上課品質。 

(六) 初次上課為避免學生對系統不熟悉影響上課品質，建議學校事先針對參與遠距教學的 

 學生進行教育訓練，並讓學生提早十分鐘進行準備。 

(七) 申請遠距教學系統服務之學校，務必派員（教學組長或原住民族語教學承辦人員）參 

 加東新國小辦理之遠距教學系統操作與使用訓練課程。 

(八) 遠距教學平台系統設定與操作疑議諮詢請洽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東新國小）， 

 27837577 分機#45、#47，圖資組長 劉廷偉。 

十三、 預期效益 

(一) 提升國小原住民族語教學實施成效，擴展九年一貫課程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實施 

 層面。 

(二) 培養學生本土語言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增進其應用本土語言之能力。 

(三) 增進原住民族族語能力，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四) 建構原住民語學習參考平臺，逐步建立本土語言學習知識庫。 

http://163.21.179.9/i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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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承辦人向

原住民族資源

教育中心提出

師資需求 

2. 學校進行師資

名單的媒合。 

1. 學校承辦人向

原住民族資源

教育中心提出

師資需求 

2. 學校進行遠距

教學師資名單

的媒合。 

1. 已通過行政院

頒發之族語認

證合格證書 

2. 並具有族語教

學 36 小時研習

認證 

(

未
果) 

(
未
果) 

貳、 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流程圖 

106.02.24 

 

一、學校依據教師聘用辦法先公開進行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招聘事宜。 

 

    ↓ 
  
 

 

 

二、向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進行師資尋覓及媒合。 

 

    ↓ 
 

 

 

 

三、向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申請遠距教學課程。 

 

    ↓ 
 

 

 

 

四、開始進行每週遠距教學課程。 



 

  

臺北市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實施成果 5 

 

參、 遠距教學課程選課（需求）調查表範例 

a. 預計開設之族語別 

課表 

起 訖 

時 間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

次 

分

鐘 

07:50 

08:30 

早

自

習 

40 

太魯閣語 

 

東排灣語 

郡群布農語 

秀姑巒阿美語 

賽考利克泰雅語 賽夏語 

雅美語 

霧臺魯凱語 

秀姑巒阿美語 

註：上表為預排課程時間，請針對課表內所列族語別進行選課，最後仍會依照實際申請狀況進

行調整。(填列方式如下表字例) 

 

b. 學校選課表(請依以上表內容，填入學校上課時間) 

學校名稱 (例：東新國小) 

需求族語別 (例：東排灣語) 

起 訖 

時 間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

次 

分

鐘 

選課時間表 

07:45 

08:35 

早

自

習 

50 

 (例：排灣族-2

年級-1位-劉

OO) 

   

        

其他  

註： 

(1) 表列中「時間起迄」欄位請依據學校作息修正填列；非課表內之族語別需求請填入其他欄

位。 

(2) 課表內請務必以下填列方式標示「族語別-年級-人數-姓名」(例：賽夏族-2 年級-2 位-黃

OO)。 

(3) 本學年度以下列族語別為主「雅美族、秀姑巒阿美語、賽考利克泰雅語、賽夏族語、太魯

閣語、霧臺魯凱語」。 

(4) 欄列不足可自行增加。 

(5) 學校填妥確認無誤，請核章後正本留校備查，檔案名稱編碼為(遠距教學申請-○○族語-學

校代碼六碼-校名)，如：遠距教學申請-賽夏族-393606-東新。請傳真 Fax: 02-2788-9935

或電子檔寄至以下位址： 

a. 文化圖資組長 劉廷偉老師（tpiercenter@gmail.com）。電話：27837577*47 

b. 行政組長 夏雯宣老師（hsuan.hsia@gmail.com）。電話：27837577*45 

c. 原民中心主任 陳明德主任（00079@shps.tp.edu.tw）。電話：27837577*45 

 

 

承辦人：                       處室主管：                       校長： 

mailto:hsuan.hsia@gmail.com
mailto:00079@sh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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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遠距教學注意事項 

一、 學校注意事項單 

 

108-1 學年度 遠距教學 學校端注意事項： 

1. 108-1授課日期自 108.9.9(一)開始至 109.1.10(五) 

2. 每日實際上課時間為早自習時間 7:50 至 8:30，共 40分鐘。 

3. 請學生於上課前 5-10分鐘務必完成上線準備上課。  

(遠距課程網址：tpiec.tp.edu.tw) 

4. 每次上課過程將全程錄製，課後可提供影音檔給需要的學生複習。 

5. 每次上課前，請提前檢查設備是否完好可以正常上線使用。 

6. 學生如因事、學校活動、考試等需請假，請在三天前通知中心﹔臨時病假請盡量於上課前，

致電原資中心劉廷偉組長，再行通知老師停課動作。 

7. 如遇老師事假停課將於停課前三天通知，臨時病假將於上課前陸續通知各校承辦人。 

8. 期末前，將會給老師及各校組長、學生「期末遠距課程回饋表」填寫意見，作為下次開課

依據參考，請於期末最後一周繳回。 

9. 期末成績將於上課最後一、二周，老師打完分數後，紙本資料交換至各校，如急需成績資

訊，請致電至中心。 

10. 為及時聯絡承辦人，歡迎加入本學期承辦的 Line群組： 

 

 

 

 

 

 

 

 

 

 

如有其他疑問、請假問題請致電原資中心：劉廷偉組長 

02-2783-7577#47  
tpiercenter@gmail.com 

(早上 7:40分前請撥：0975-29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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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族語教師注意事項單 

108-1 學年度 遠距教學 授課老師注意事項： 

 

1. 108-1授課日期自 108.9.9(一)開始至 109.1.10(五) 

2. 每日實際上課時間為早自習時間 7:50至 8:30，共 40分鐘。 

3. 請老師於上課前 5分鐘務必完成上線準備上課，以維護學生權益。逾 20分鐘

未上線上課，將無法進行核銷動作，無法核發當日鐘點費及教材製作費。 

4. 每次上課過程將於全程錄製，並簽署「遠距教學系統影音授權同意書」。 

5. 每次上課結束請依中心提供的範例，立即繳交上課教案及教材並在紙本影印上

簽名以示負責，才能再行簽署當日教材製作費。 

(請提前繳交，寄至: cudjuy@gmail.com 劉廷偉老師信箱。) 

6. 老師如因事需請假，請在三天前通知中心並尋代課老師，以免影響學生上課權

益﹔臨時病假請盡量於早上 7:30分前，致電中心劉廷偉老師 0975296321，再

行通知各校停課動作。 

7. 因各校設備不同，有可能會有上線卻無法排除設備問題，導致無法上課，請老

師必須至東新國小上線上課。 

8. 期末時將會給老師及各校組長、學生期末遠距課程回饋表填寫意見，作為下次

開課依據參考，期末最後一周繳回。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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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遠距系統教學影音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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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108學年第 1學期遠距教學授課時間、授課教師及選修學生清冊 
 

日期 族語別 老師 學校 年級 學生 

一 太魯閣語 楊萬金 

信義區福德國小 3年級 李Ｏ庭 

中山區永安國小 3年級 黃Ｏ恩 

士林區葫蘆國小 3年級 程Ｏ恩 

士林區葫蘆國小 4年級 程Ｏ豪 

文山區興隆國小 4年級 楊Ｏ衡 

二 

郡群布農語 斐立安．法蕾萳 文山區興隆國小 ５年級 馬Ｏ勳 

東排灣語 方化雨 信義區興雅國小 １年級 宥Ｏ．ＯＯ昂 

秀姑巒阿美語 陳林光妹 

內湖區麗山國小 ３年級 徐Ｏ謙 

內湖區麗山國小 ４年級 羅Ｏ菲 

內湖區麗山國小 ４年級 潘Ｏ達 

文山區博嘉實小 ６年級 簡Ｏ宏 

三 賽考利克泰雅語 古文進 

大同區大龍國小 1年級 陳Ｏ瑋 

大同區大龍國小 3年級 陳Ｏ宏 

大同區大龍國小 4年級 陳Ｏ齊 

文山區博嘉實小 3年級 黃Ｏ絪 

文山區博嘉實小 6年級 徐Ｏ姍 

南港區成德國小 2年級 徐Ｏ祤 

信義區三興國小 4年級 周Ｏ叡 

中山區吉林國小 5年級 曾Ｏ琳 

四 

雅美語 曾以斯帖 
文山區興隆國小 ３年級 謝Ｏ真 

文山區興隆國小 ５年級 謝Ｏ宣 

賽夏語 朱瑞萍 

信義區福德國小 ２年級 章Ｏ湞 

內湖區康寧國小 ３年級 潘Ｏ澳 

士林區百齡國小 ４年級 絲Ｏ 

南港區南港國小 ３年級 高Ｏ君 

南港區南港國小 ６年級 高Ｏ善 

信義區興雅國小 ６年級 趙Ｏ傑 

霧臺魯凱語 賴美妹 
中山區中山國小 ３年級 謝ＯＯ煜 

文山區辛亥國小 ５年級 施 O綸 

五 秀姑巒阿美語 陳林光妹 

內湖區麗山國小 1年級 羅 O晴 

內湖區麗山國小 1年級 賴 O暄 

文山區博嘉實小 2年級 柯 O燁 

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2年級 張 O翔 

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3年級 張 O恩 

士林區溪山實小 3年級 葉 OO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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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遠距教學課程教案範例 

 

遠距教學課程教案 108-10-03 

教學設計者 朱瑞萍 年級 123456 

教材來源 自編 階段別 初中級 

教學目標 

（一）能認識身體部位詞彙的意義。（認知目標） 

（二）能流暢唸出句子詞彙。（技能目標） 

（三）藉由聽力對話訓練學生辨識詞彙。（技能目標） 

（四）訓練學生主動表現與合群的精神的態度。（情意目標） 

（五）營造說族語的環境。（情意目標） 

實施時間 40分鐘 實施節數 1 

能力指標 

1-1-1能聽說讀寫  

1-1-2能培養良好的聆習慣及態度 

2-1-1能能唸出本課句子. 

單元名稱 basang身體部位 

教學資源 自編 

教學活動或流

程 

一、 生詞： 

bekeS 頭髮／’itoSan 短／’inaro’長 

tae’oloeh 頭／ma’az’azem 思考／maSriyae’想念 

sale’e 耳朵／baezae’聽 

rae’iS 額頭／’ibabaw 高 

二、 句子練習 

運用詞彙讓學生理解名詞+形容詞用法(造句)，讓學生自動舉手唸

出名詞+形容詞句子內容，讓學生更熟悉族語讀、唸、寫。 

 

學習評量 

作業安排 

確認學生聽懂會讀、熟悉度族語的說法. 

確認學生可以理解課堂內容. 

引導學生於日常生活,活用族語. 

輔助教材 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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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遠距教學課程教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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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遠距教學課程意見彙整 

  本次回收 13 份問卷（百齡、陽明山、溪山、大龍、吉林、麗山、辛亥、博嘉、興隆、三興、福

德、興雅、成德），分數計算方式為：非常困難 1分／有點困難 2分／普通 3分／還算簡單 5分；非

常不好 1分／很不好 2分／普通 3分／很好 4分／非常好 5分，以下分數為 13份問卷之總分及平均

分數。 

一、 系統操作情形 
 

意見回饋 分數 

登入系統及教

室 

1. 溪山實小：都可以順利進行登入。 

2. 麗山國小：依步驟操作，算是容易。 

3. 辛亥國小：還可以，有遇過一次是提早連好後，反而看不到

教師畫面。 

4. 博嘉實小：大部分時間都順利登入。 

5. 三興國小：介面清楚。 

總分 56 

平均 4.3 

系統視訊連線 

1. 溪山實小：都可以順利顯示畫面。 

2. 麗山國小：只有 1月份故障 1次。 

3. 辛亥國小：還可以。 

4. 博嘉實小：大部分時間都連線順利。 

5. 三興國小：能輕鬆操作。 

總分 53 

平均 4.1 

系統麥克風連

線 

1. 溪山實小：都可以順利作動。 

2. 麗山國小：設定完，自動連上，很容易。 

3. 辛亥國小：可以。 

4. 博嘉實小：大部分時間都連線順利。 

5. 三興國小：沒問題。 

6. 成德國小：偶有雜音，但都能排除。 

總分 54 

平均 4.2 

提供安靜教學

環境（教室） 

1. 溪山實小：上課時間並無其他課勿干擾。 

2. 麗山國小：學校空間有限，很安靜有點困難。 

3. 辛亥國小：可以。 

4. 博嘉實小：在電腦教室內。 

5. 三興國小：說話音量及事情多寡吵到上課，不好意思。 

總分 54 

平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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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建議或常

見問題 

1. 大龍國小：初期使用無線網路常會 lag，跟老師上課速度不一致，後期使用有

線網路問題就解決了，不好意思，對承辦人造成困擾了。 

2. 成德國小：感謝劉廷偉老師的細心協助，本學期遠距教學課程非常順利。 

3. 百齡國小：可連線，但僅能使用 IE。 

 

二、 族語老師上課狀況 

 
意見回饋 分數 

準時上、下課 

1. 麗山國小：大多時間都在 8:30結束課程。 

2. 辛亥國小：很好。 

3. 博嘉實小：準時上下課。 

4. 三興國小：族語老師都是最早到的。 

5. 成德國小：準時 7：50上課，8：30 下課。 

總分 58 

平均 4.5 

課堂氛圍 

1. 麗山國小：老師很用心。 

2. 辛亥國小：很好。 

3. 博嘉實小：上課氛圍好。 

4. 三興國小：融洽。 

5. 成德國小：選修學生數多，大家共同學習，氣氛良好。 

總分 58 

平均 4.5 

師生互動 

1. 麗山國小：一年級學生比較不敢開口，符號不熟。 

2. 辛亥國小：很好。 

3. 博嘉實小：有一位孩子害羞比較沒有回應。 

4. 三興國小：互動頻繁。 

5. 成德國小：古文進老師教學活潑、親切，學生很喜歡上課。 

總分 54 

平均 4.2 

課程內容 

1. 麗山國小：中心、老師已規劃。 

2. 辛亥國小：很好。 

3. 博嘉實小：課程內容佳。 

4. 三興國小：影片結合課程內容，學生認真。 

5. 成德國小：老師帶念，搭配影片教唱、動畫卡通導讀，課程

內容多元豐富。 

總分 58 

平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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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提問 

1. 辛亥國小：很好。 

2. 博嘉實小：學生比較沒有太多提問。 

3. 成德國小：因選修學生人數多，學生提問時，偶爾無法得到

老師回應。 

總分 53 

平均 4.1 

其它建議或常

見問題 

1. 大龍國小：因為學生有低中高年級，希望老師的課程內容可以有區別性一些，

並多鼓勵學生發言。 

2. 三興國小：老師都最早到，反而學生會遲到，跟老師說生抱歉。 

3. 百齡國小：上課互動佳，但有時學生遲到，轉眼就下課了。 

 

三、 中心辦理業務狀況 
 

意見回饋 分數 

遠距教學申請

事宜 

1. 麗山國小：回復很快。 

2. 辛亥國小：非常好。 

3. 博嘉實小：能配合學校需求。 

4. 三興國小：簡單快速。 

總分 60 

平均 4.6 

遠距教學系統

教育訓練 

1. 麗山國小：講解清楚。 

2. 辛亥國小：非常好，簡單清楚明瞭。 

3. 博嘉實小：教育訓練符合現場需要。 

4. 三興國小：當場實作熟悉步驟。 

總分 61 

平均 4.7 

遠距教學資訊

佈達 

1. 麗山國小：回復很快。 

2. 辛亥國小：非常好，Line群消息聯繫迅速。 

3. 博嘉實小：遠距教學資訊佈達快速。 

4. 三興國小：多所學校能同時申請並上課。 

總分 58 

平均 4.5 

協助排除遠距

系統問題 

1. 麗山國小：回復很快。 

2. 辛亥國小：非常好。 

3. 博嘉實小：能及時協助排除遠距系統問題。 

4. 三興國小：中心都能盡速排除，辛苦了。 

總分 58 

平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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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建議或常

見問題 

1. 溪山實小：有關於一些訊息傳達，使用 LINE 群組固然可以方便的聯繫，但是

為避免訊息缺漏，是否能夠採 MAIL、LINE並行通知呢？ 

2. 大龍國小：非常好。 

3. 吉林國小：第一次去教育訓練其實不知道回到學校會遇到什麼問題，我們最常

遇到的問題是沒有視訊鏡頭和聲音，老師很常以為小孩沒來，剛開始不知道什

麼問題，唯一可以順利上課的時間是實習老師帶他的 APPLE 筆電，學生才有辦

法順利視訊，最後學校的資訊組長才發現一般電腦要用 microsoft edge 才能

使用這個系統。建議：系統很新但我們學校設備還是無法讓學生順利上課。 

4. 興雅國小：一般而言，會申請遠距教學，大都是因考招不到教師，且時限大都

為一整學年。因此，希望貴中心能一次提供一學年的期限。感恩。 

5. 百齡國小：謝謝遠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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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給予我們意見 
1. 陽明山國小： 

首先先感謝東新國小提供遠距教學課程，讓學生能夠選修自己的母語，也解決學校因為位處山

區找不到老師的困擾。陳林光妹老師是一位負責認真的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尤其是苡恩同

學，在課堂上跟老師互動頻繁，連帶弟弟也跟受影響，比較敢開口，姐弟兩人也會用簡單母語

問候老師，在此謝謝老師，辛苦了您了。謝謝遠距教學承辦人劉廷偉老師，在課堂上出了問題，

可以提供及時的協助，辛苦您了。下學期苡恩、苡翔依舊申請遠距教學，不知下學期遠距教學

要重新申請？謝謝您的協助。 

2. 溪山實小： 

已反映在前一張文件，辛苦您們一學期的辛勞。 

3. 大龍國小： 

無，遠距部分執行頗順暢，感謝中心解了我們尋不到教師的燃眉之急，希望下學期能夠繼續使

用，感謝。 

4. 辛亥國小： 

有時候學生早上會臨時請假或晚到，請不要回覆我們希望提早請假，也不是老師們可以控制的… 

5. 興隆國小： 

今年暑假系統提供設備測試功能，不至於到第一次上課才能知道設備能否使用，使上課流程順

利許多，非常好！但是若可以的話，希望遠距系統不要受限於只能用 IE瀏覽器，若能開放其他

瀏覽器也能使用，學校就可以用平板給學生上課，會方便許多，謝謝遠距中心和承辦老師，辛

苦了。 

6. 三興國小： 

謝謝中心這學期的協助，讓小朋友多接觸家人的族語。 

7. 成德國小： 

感謝中心提供遠距教學服務，讓師資難覓的原住民族語教學能正常上課。有關於遠距教學申請

事宜，建議申請教學期程以學年度計算，意即一學年申請一次，比照閩南語、客家語教支人員

聘期以一學年度計。再次感謝。 

 



 

  

臺北市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實施成果 17 

 

壹拾、 遠距教學課程實施照片（概況） 

一、 校長頒發聘書 

  
校長頒發聘書-方化雨老師 校長頒發聘書-斐利安．法蕾萳老師 

  
校長頒發聘書-陳林光妹老師 校長頒發聘書-楊萬金老師 

  
校長頒發聘書-賴美妹老師 校長頒發聘書-古文進老師 

  
校長頒發聘書-曾以斯帖、朱瑞萍、賴美妹、陳林光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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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課實況 

  
賽考利克泰雅語-古文進老師 賽考利克泰雅語上課狀況-古文進老師 

  

太魯閣語-楊萬金老師 太魯閣語上課狀況-楊萬金老師 

  
雅美語-曾以斯帖老師 雅美語-曾以斯帖老師 

  
東排灣語-方化雨老師 東排灣語-方化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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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群布農語-斐利安．法蕾萳老師 郡群布農語-斐利安．法蕾萳老師 

 
 

秀姑巒阿美語-陳林光妹老師 秀姑巒阿美語-陳林光妹老師 

  
霧台魯凱語-賴美妹老師 賽夏語-朱瑞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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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中心遠距教學課程遴聘原住民族族語教學支援人員，於本

校族語教學遠距教室（東新國小二樓），透過網路、視訊媒體與帳

號認證機制，藉由遠距教學系統平台，透過 e-learning 的模式，

與原住民族學生進行線上同步學習，使用資訊設備進行線上雙向

教學，以解決臺北市各校在甄聘原住民族語教學師資之困境。 

 

  自 100 學年度開設迄今，開設賽考利克泰雅語、賽夏語、秀

姑巒阿美語、郡群布農語、雅美族語、太魯閣語、霧臺魯凱語、

東排灣語等數個方言別課程，本遠距教學平台至今提供至少 200

位原住民族學生、4,500 人次使用本系統進行原住民族語、文化

線上學習活動。 

 

  108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實施數據摘要如下： 

  本學期開設太魯閣語、郡群布農語、東排灣語、賽考利克泰

雅語、賽夏語、雅美語、霧臺魯凱語及秀姑巒阿美語等 8 個方言

別課程，共有 18 所學校、共計 35 位學生申請遠距教學，上課時

間自 109 年 03 月 02 日起至 109 年 07 月 10 日止，族語教學課程

計 169節次，使用本系統進行原住民族語線上教學計 53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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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北市推動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系統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 

(二)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計畫。 

(三) 臺北市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系統建置計畫。 

二、 目標 

(一) 協助國民小學原住民教學工作，推展十二年課綱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 

(二) 培養本土語言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能有效應用本土語言。 

(三) 增進原住民族族語能力，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 承辦單位：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五、 協辦單位：臺北市本土語言教學推動工作小組、臺北市本土語言教學輔導小組 

六、 實施方式 

(一) 本局為解決少數族語師資甄聘不易及交通不便之學區問題設置遠距教學系統。 

(二) 本系統具有多點主、收播端連線功能，並透過網路專線及聲音影像即時傳輸接收，使

授課教師與學生能即時互動；另授課教材及學期間作業會置於 web server 供學生學習

參考，師生可透過 e-mail及 blog等之管道進行討論。 

七、 參加對象：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有修習原住民族語意願之學生。 

八、 課程內容 

(一) 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課程為主。 

(二) 原住民族語自編教材為輔。 

九、 預計開課時間（同族語可擇任一時間）：108.09-109.01 

(一) 太魯閣語:每週一晨光時間（07:50~08:30） 

(二) 秀姑巒阿美語（1-3年級）：每週二晨光時間（07:50~08:30） 

(三) 郡群布農語：每週二晨光時間（07:50~08:30） 

(四) 賽考利克泰雅語（1-3年級）：每週二晨光時間（07:50~08:30） 

(五) 賽考利克泰雅語（4-6年級）：每週三晨光時間（07:50~08:30） 

(六) 雅美語：每週三晨光時間（07:50~08:30） 

(七) 賽夏語：每週四晨光時間（07:50~08:30） 

(八) 東排灣語：每週四晨光時間（07:50~08:30） 

(九) 霧臺魯凱語：每週四晨光時間（07:50~08:30） 

(十) 秀姑巒阿美語（4-6年級）：每週五晨光時間（07:50~08:30） 

(十一) 其他：請將需求族語別及上課時間填入申請表(審查後通知開課情形) 

十、 申請方式 

若校內學童有選修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課程之需求，可於每學期開學前 2周填具「臺北市原

住民族語遠距教學課程選課(需求)調查表」(如附件)，核章後之正本請留校備查；並依申請

表說明傳送申請表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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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開(選)課原則 

(一) 本遠距教學平臺主要為服務本市原住民族語學生選修族語課程使用，並且以少數族語 

 師資甄聘不易及交通不便之學區為主要開課之依據。 

(二) 各校辦理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課程之開設工作，應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聘任辦法第 5條規定辦理甄選或聘任，如經一定程序尚無法完成支援人員之聘任工作， 

 始得申請本教學系統平臺之服務，並須檢附學校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徵選相關書面 

 文件(如附件)。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遠距教學網址：tpiec.tp.edu.tw 

(二) 請貴校資訊組或系管師協助針對 163.21.179.8、163.21.179.9，開放雙向 TCP Port： 

 80、81、82、8080、443、1935、5080。 

(三) 瀏覽器僅支援 Internet Explorer，版本 6～8皆可。 

(四) 請務必幫學生準備一組耳機、WebCam，可另外準備手寫板便利學生於電腦上書寫，但 

 非必要。另針對不同環境之收音與發音設備建議如下： 

a. 使用耳機麥克風收音發聲：請將 WebCam 及電腦預設錄音功能關閉，關閉方式請搜

尋＜減少語音回授問題＞，或請參閱使用手冊＜附件 2-如何減少語音回授情形

-win7-有使用耳機麥克風＞、＜附件 3-如何減少語音回授情形-xp-有使用耳機麥

克風＞。 

b. 使用 webcam 收音、外接音箱發聲：請將電腦預設錄音功能關閉，請參閱<附件 4-

遠距教學收播端環境設施建議-無使用耳機麥克風-win7>。 

(五) 採用遠距教學學習時，學習環境必須為獨立且無干擾之區域，尤其是採用 webcam收音、 

 外接音箱發聲方式者，以免造成聲音干擾影響上課品質。 

(六) 初次上課為避免學生對系統不熟悉影響上課品質，建議學校事先針對參與遠距教學的 

 學生進行教育訓練，並讓學生提早十分鐘進行準備。 

(七) 申請遠距教學系統服務之學校，務必派員（教學組長或原住民族語教學承辦人員）參 

 加東新國小辦理之遠距教學系統操作與使用訓練課程。 

(八) 遠距教學平台系統設定與操作疑議諮詢請洽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東新國小）， 

 27837577 分機#45、#47，圖資組長 劉廷偉。 

十三、 預期效益 

(一) 提升國小原住民族語教學實施成效，擴展九年一貫課程語文領域〈原住民族語〉實施 

 層面。 

(二) 培養學生本土語言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增進其應用本土語言之能力。 

(三) 增進原住民族族語能力，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四) 建構原住民語學習參考平臺，逐步建立本土語言學習知識庫。 

http://163.21.179.9/ishare


 

  

臺北市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實施成果 4 

 

1. 學校承辦人向

原住民族資源

教育中心提出

師資需求 

2. 學校進行師資

名單的媒合。 

1. 學校承辦人向

原住民族資源

教育中心提出

師資需求 

2. 學校進行遠距

教學師資名單

的媒合。 

1. 已通過行政院

頒發之族語認

證合格證書 

2. 並具有族語教

學 36 小時研習

認證 

(

未
果) 

(
未
果) 

貳、 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流程圖 

106.02.24 

 

一、學校依據教師聘用辦法先公開進行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招聘事宜。 

 

    ↓ 
  
 

 

 

二、向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進行師資尋覓及媒合。 

 

    ↓ 
 

 

 

 

三、向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申請遠距教學課程。 

 

    ↓ 
 

 

 

 

四、開始進行每週遠距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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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遠距教學課程選課（需求）調查表範例 

a. 預計開設之族語別 

課表 

起 訖 

時 間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

次 

分

鐘 

07:50 

08:30 

早

自

習 

40 

太魯閣語 

 

郡群布農語 

秀姑巒阿美語

（1-3年級） 

賽考利克泰雅語

（1-3年級） 

賽考利克泰雅語 

（4-6 年級） 

雅美語 

賽夏語 

霧臺魯凱語 

東排灣語 

秀姑巒阿美語

（4-6年級） 

註：上表為預排課程時間，請針對課表內所列族語別進行選課，最後仍會依照實際申請狀況進

行調整。(填列方式如下表字例) 

b. 學校選課表(請依以上表內容，填入學校上課時間) 

學校名稱 (例：東新國小) 

需求族語別 (例：東排灣語) 

起 訖 

時 間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

次 

分

鐘 

選課時間表 

07:50 

08:30 

早

自

習 

40 

   (例：排灣族-2

年級-1位-劉

OO) 

 

        

其他  

註： 

(1) 表列中「時間起迄」欄位請依據學校作息修正填列；非課表內之族語別需求請填入其他欄

位。 

(2) 課表內請務必以下填列方式標示「族語別-年級-人數-姓名」(例：賽夏族-2 年級-2 位-黃

OO)。 

(3) 本學年度以下列族語別為主「雅美族、秀姑巒阿美語、賽考利克泰雅語、賽夏族語、太魯

閣語、霧臺魯凱語」。 

(4) 欄列不足可自行增加。 

(5) 學校填妥確認無誤，請核章後正本留校備查，檔案名稱編碼為(遠距教學申請-○○族語-學

校代碼六碼-校名)，如：遠距教學申請-賽夏族-393606-東新。請傳真 Fax: 02-2788-9935

或電子檔寄至以下位址： 

a. 文化圖資組長 劉廷偉老師（tpiercenter@gmail.com）。電話：27837577*47 

b. 行政組長 夏雯宣老師（hsuan.hsia@gmail.com）。電話：27837577*45 

c. 原民中心主任 陳明德主任（00079@shps.tp.edu.tw）。電話：27837577*45 

 

 

承辦人：                       處室主管：                       校長： 

mailto:hsuan.hsia@gmail.com
mailto:00079@sh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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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遠距教學注意事項 

一、 學校注意事項單 

 
108-2學年度 遠距教學 學校端注意事項： 

1. 108-2授課日期自 109.3.2(一)開始至 109.7.3(五) 

星期一：太魯閣語 

星期二：郡群布農語、賽考利克泰雅語（1-3年級）、秀姑巒阿美語（1-3年級） 

星期三：雅美語、賽考利克泰雅語（4-6 年級） 

星期四：賽夏語、霧臺魯凱語、東排灣語 

星期五：秀姑巒阿美語（4-6 年級） 

2. 每日實際上課時間為早自習時間 7:50 至 8:30，共 40分鐘。 

3. 請學生於上課前 5-10分鐘務必完成上線準備上課。  

(遠距課程網址：tpiec.tp.edu.tw) 

4. 每次上課過程將全程錄製，課後可提供影音檔給需要的學生複習。 

5. 每次上課前，請提前檢查設備是否完好可以正常上線使用。 

6. 學生如因事、學校活動、考試等需請假，請在三天前通知中心；臨時病假請盡量於上課前，

致電原資中心劉廷偉組長。 

7. 如遇老師事假停課將於停課前三天通知，臨時病假將於上課前陸續通知各校承辦人。 

8. 期末前，將會給老師及各校組長、學生「期末遠距課程回饋表」填寫意見，作為下次開課

依據參考，請於期末最後一周繳回。 

9. 期末成績將於上課最後一、二周，老師打完分數後，紙本資料交換至各校，如急需成績資

訊，請致電至中心。 

10. 為及時聯絡承辦人，歡迎加入本學期承辦的 Line 群組： 
 

 

 

如有其他疑問、請假問題請致電原資中心：劉廷偉組長 

02-2783-7577#47  
tpiercenter@gmail.com 

(早上 7:40分前請撥：0975-29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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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族語教師注意事項單 

108-2 學年度 遠距教學 授課老師注意事項： 

 

1. 108-2 授課日期自 109.3.2(一)開始至 109.7.3(五) 

星期一：太魯閣語 

星期二：郡群布農語、賽考利克泰雅語（1-3 年級）、秀姑巒阿美語（1-3年級） 

星期三：雅美語、賽考利克泰雅語（4-6年級） 

星期四：賽夏語、霧臺魯凱語、東排灣語 

星期五：秀姑巒阿美語（4-6年級） 

2. 每日實際上課時間為早自習時間 7:50至 8:30，共 40分鐘。 

3. 請老師於上課前 5分鐘務必完成上線準備上課，以維護學生權益。逾 20 分鐘未上線上課，

將無法進行核銷動作，無法核發當日鐘點費及教材製作費。 

4. 每次上課過程將於全程錄製，並簽署「遠距教學系統影音授權同意書」。 

5. 每次上課結束請依中心提供的範例，立即繳交上課教案及教材並在紙本影印上簽名以示負

責，才能再行簽署當日教材製作費。 

(請提前繳交，寄至: cudjuy@gmail.com 劉廷偉老師信箱。) 

6. 老師如因事需請假，請在三天前通知中心並尋代課老師，以免影響學生上課權益﹔臨時病

假請盡量於早上 7:30 分前，致電中心劉廷偉老師 0975296321，再行通知各校停課動作。 

7. 因各校設備不同，有可能會有上線卻無法排除設備問題，導致無法上課，請老師必須至東

新國小上線上課。 

8. 期末時將會給老師及各校組長、學生期末遠距課程回饋表填寫意見，作為下次開課依據參

考，期末最後一周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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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遠距系統教學影音授權同意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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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108學年第 2學期遠距教學授課時間、授課教師及選修學生清冊 
 

日期 族語別 老師 學校 年級 學生 

一 太魯閣語 楊萬金 

信義區福德國小 3年級 李Ｏ庭 

中山區永安國小 3年級 黃Ｏ恩 

士林區葫蘆國小 3年級 程Ｏ恩 

士林區葫蘆國小 4年級 程Ｏ豪 

文山區興隆國小 4年級 楊Ｏ衡 

二 

郡群布農語 斐立安．法蕾萳 文山區興隆國小 5年級 馬Ｏ勳 

賽考利克泰雅語 

（1-3 年級） 
古文進 

大同區大龍國小 1年級 陳Ｏ瑋 

大同區大龍國小 3年級 陳Ｏ宏 

文山區博嘉實小 3年級 黃Ｏ絪 

南港區成德國小 2年級 徐Ｏ祤 

秀姑巒阿美語 

（1-3 年級） 
陳林光妹 

內湖區麗山國小 1年級 羅 O晴 

內湖區麗山國小 1年級 賴 O暄 

內湖區麗山國小 3年級 徐Ｏ謙 

文山區博嘉實小 2年級 柯 O燁 

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2年級 張 O翔 

士林區陽明山國小 3年級 張 O恩 

士林區溪山實小 3年級 葉 OO蓁 

三 

賽考利克泰雅語 

（4-6 年級） 
古文進 

大同區大龍國小 4年級 陳Ｏ齊 

文山區博嘉實小 6年級 徐Ｏ姍 

信義區三興國小 4年級 周Ｏ叡 

中山區吉林國小 5年級 曾Ｏ琳 

雅美語 曾以斯帖 
文山區興隆國小 3年級 謝Ｏ真 

文山區興隆國小 5年級 謝Ｏ宣 

四 

賽夏語 朱瑞萍 

信義區福德國小 2年級 章Ｏ湞 

內湖區康寧國小 3年級 潘Ｏ澳 

士林區百齡國小 4年級 絲Ｏ 

南港區南港國小 3年級 高Ｏ君 

南港區南港國小 6年級 高Ｏ善 

信義區興雅國小 6年級 趙Ｏ傑 

霧臺魯凱語 賴美妹 
中山區中山國小 3年級 謝ＯＯ煜 

文山區辛亥國小 5年級 施 O綸 

東排灣語 方化雨 信義區興雅國小 1年級 宥Ｏ．ＯＯ昂 

五 
秀姑巒阿美語 

（4-6 年級） 
陳林光妹 

內湖區麗山國小 4年級 羅Ｏ菲 

內湖區麗山國小 4年級 潘Ｏ達 

文山區博嘉實小 6年級 簡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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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遠距教學課程教案範例 

 

遠距教學課程教案 109-7-2 

教學設計者 朱瑞萍 年級 123456 

教材來源 自編 階段別 初級 

教學目標 

（一） 透過複習更加深詞彙及句的用法。。（認知目標） 

（二） 能理解族語詞會意義。（技能目標） 

（三） 藉由聽力對話訓練學生辨識詞彙。（技能目標） 

（四） 訓練學生主動表現與合群的精神的態度。（情意目標） 

（五） 營造說族語的環境。（情意目標） 

實施時間 40分鐘 實施節數 1 

能力指標 

1. 能聽說問候語。 

2. 能培養良好的聆習慣及態度。 

3. 能唸出本課句子。 

單元名稱 複習 

教學資源 自編 

教學活動或流程 

1. 生詞: 

(1) homila: ila出太陽了 

(2) ‘omoral ila 下雨了 

(3) laleke:電話 

(4) kayba:en衣服 

(5) pongaeh花 

(6) hinbetel草 

(7) kaehoy 樹 

2. 複習 

(1) 透過學過的單詞，讓學生唸出族語單詞內容。 

(2) 老師指定學生讀唸圖卡單詞及句子。 

(3) 確認每位同學都能讀唸簡單的句子。 

(4) 都能正確拼音、發音。 

學習評量 

作業安排 

1. 確認學生聽懂會讀、熟悉度問候語的用法。 

2. 確認學生自己可以介紹自己。 

3. 引導學生於日常生活,活用族語。 

輔助教材 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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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遠距教學課程教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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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遠距教學課程意見彙整 

  本次回收 13 份問卷（百齡、陽明山、溪山、大龍、吉林、麗山、辛亥、博嘉、興隆、三興、福

德、興雅、成德），分數計算方式為：非常困難 1分／有點困難 2分／普通 3分／還算簡單 5分；非

常不好 1分／很不好 2分／普通 3分／很好 4分／非常好 5分，以下分數為 13份問卷之總分及平均

分數。 

一、 系統操作情形 
 意見回饋 分數 

登入系統及教

室 
1. 麗山國小：依步驟操作，算是容易。 總分 43 

平均 4.8 

系統視訊連線 1. 麗山國小：一切正常。 總分 43 

平均 4.8 

系統麥克風連

線 
1. 麗山國小：設定完，自動連上，很容易。 總分 43 

平均 4.8 

提供安靜教學

環境（教室） 
1. 麗山國小：學校空間有限，很安靜有點困難。 總分 40 

平均 4.4 

二、 族語老師上課狀況 

 意見回饋 分數 

準時上、下課 1. 麗山國小：大多時間都在 8:30結束課程。 總分 42 

平均 4.7 

課堂氛圍 1. 麗山國小：老師很用心。 總分 42 

平均 4.7 

師生互動 1. 麗山國小：一年級學生比較不敢開口，努力中。 總分 40 

平均 4.4 

課程內容 1. 麗山國小：中心、老師已規劃。 總分 42 

平均 4.7 

課後提問 
 總分 40 

平均 4.4 

三、 中心辦理業務狀況 
 意見回饋 分數 

遠距教學申請

事宜 
1. 麗山國小：回復很快。 總分 43 

平均 4.8 

遠距教學系統

教育訓練 
1. 麗山國小：講解清楚。 總分 43 

平均 4.8 

遠距教學資訊

佈達 
1. 麗山國小：回復很快。 總分 42 

平均 4.7 

協助排除遠距

系統問題 
1. 麗山國小：回復很快。 總分 42 

平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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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給予我們意見 
1. 三興國小： 

學生這學期比上學期還準時來上課，問了他原因後，他說：「因為之前晚來都聽不太懂。」感覺

得出來學生喜歡上這門課，讓他對族語又有了更多的熱情。也謝謝中心提供這樣的資源讓招考

不到族語老師的學校可以滿足學生的需求，上他們有興趣學的課程，謝謝 

2. 成德國小： 

(1) 原民語老師上課活潑熱情，讓學生樂於學習。 

(2) 承辦組長劉廷偉老師服務熱忱有效率。 

(3) 感謝中心提供遠距教學服務。 

3. 南港國小： 

感謝中心組長的協助，辛苦了。 

4. 康寧國小： 

謝謝承辦老師的協助，反應學生上課遇到的問題，讓學生這學習能順利完成修課。 

5. 陽明山國小： 

感謝中心承辦人整學期的協助，還有族語老師用心的教學，雖然距離遠，但我仍能看到孩子的

進步，他們會用族語跟我說”謝謝”，”再見”，這是好的開始，而在課堂上，拼音雖然很難，

但孩子願意在不熟悉的字母裡嘗試拼音，學習態度值得肯定，謝謝您們一路陪伴孩子們的學習，

辛苦您們了。 

6. 葫蘆國小： 

辛苦了，感謝整學期的協助。 

7. 興雅國小： 

辛苦了，感謝整學期的協助。 

8. 麗山國小： 

謝謝原資中心所有老師，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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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遠距教學課程實施照片（概況） 

一、 遠距教師授課實況 

  
太魯閣語－楊萬金老師 

  
賽考利克泰雅語－古文進老師 

  
郡群布農語-斐利安．法蕾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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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美語－曾以斯帖老師 

  
賽夏語－朱瑞萍老師 

  
霧臺魯凱語-賴美妹老師 

  
東排灣語-方化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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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姑巒阿美語-陳林光妹老師 

 

二、 遠距教學上課 

  

太魯閣語-楊萬金老師 賽考利克泰雅語-古文進老師 

  
郡群布農語-斐利安．法蕾萳老師 雅美語-曾以斯帖老師 

  
東排灣語-方化雨老師 賽夏語-朱瑞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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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台魯凱語-賴美妹老師 秀姑巒阿美語-陳林光妹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