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 107 學年度「本土文化體驗創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雲林縣 107 學年度推動本土教育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落實本土語言教學工作，尊重多元語言文化，促進社會和諧。 

（二）提升師生欣賞本土文化及文學的能力，期能有效應用本土語言寫作。 

（三）提昇本縣教師本土語言教學專業知能，豐富語文教學內容。 

（四）敦聘專家學者指導本縣師生及社會人士參加本土文學之寫作技巧，藉以培訓優

秀本土語言（含閩、客、原三語族）之文學創作人才，並發表作品專輯，供本

土教育之教學補充教材。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二）承辦單位：雲林縣虎尾鎮光復國民小學 

四、研習課程及日期：108 年 1月 23 日至 1月 25 日。（詳如附件二） 

五、研習地點：光復國民小學 

六、研習對象：（一）對本土語言（含閩、客、原三語族）及藝術文化有興趣之國中、

小學生及老師。 

（二）本縣愛好本土文化及創作之社會人士，皆可自由報名參加。 

七、研習人數：預計 80 人(分成人組、學生組，共二班)。 

八、報名方式：各校教師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網址－http://inservice.edu.tw/index2-2.aspx。 

九、報名系統開放時間：108 年 1月 2日上午 8時起至 1月 11 日下午 5時止。學生與

社會人士請傳真報名表或寄到電子信箱。（詳如附件一） 

九、聯絡方式：光復國小教導主任楊幸枝（05-6326257＃11） 

十、注意事項： 

（一）研習人數 80人，請各校依研習對象鼓勵對本土語言學習有興趣的師生參加，

並請自備環保杯。 

（二）若第一次報名超過 80人，則每校以一名為原則，俾保留名額予他校教師參與。

若報名人數未達 80人，則第一次報名者全部錄取，並開放第二次報名。錄取

與否，請於 108 年 1月 20 日起至進修網查詢。 

（三）本次研習核發 18小時研習時數。 

（四）參加研習之教師及愛好寫作之社會人士，俟研習結束，發與研習證明書。 



（五）參與創作坊之教師及工作人員，研習期間請給予公假登記。 

（六）工作人員(詳如附件三)得兼為研習人員，但不排擠預定名額。 

（七）凡經報名錄取，請務必親自參加研習，以免浪費資源。 

九、經費：教育部補助及縣府自籌。 

十、預期效益： 

（一）落實本土語言教學工作，尊重多元語言文化，促進社會和諧。 

（二）提升師生欣賞本土文化及文學的能力，有效應用本土語言寫作。 

（三）提昇本縣教師本土語言教學專業知能，豐富語文教學內容。 

  （四）提升本縣師生及社會人士本土文學之寫作技巧，培訓優秀本土語言（含閩、

客、原三語族）之文學創作人才，並發表作品專輯，供本土教育之教學補充教材。 

十一、成效評估： 

 （一）相關經費由主計單位審核後依法核銷，使經費發揮最大效用。 

 （二）出版作品專輯並分發至各校做為本土教育之教學補充教材。 

 （三）計畫執行完畢請學員填寫問卷，並呈現統計資料於執行成果冊中，以為未來修

正依據。 

十二、獎勵：辦理本項計畫工作人員依本縣公立中小學及幼稚園授權獎懲案件處理要

點相關條文辦理。 

十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附件一：學生或社會人士報名表 

雲 林 縣 1 0 7 學 年 度 「 本 土 文 化 體 驗 創 作 坊 」 報 名 表 

報名身份: □學生      □社會人士 

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 
 姓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生日  

身分證字號  中餐 □葷    □素 

   ＊請於 108 年 1月 11 日(五)下午 5時前傳真至 6333089 或寄至信箱

ysc6982530@gmail.com 



附件二： 

雲林縣 107 學年度「本土文化體驗創作坊」課程表 

 

時間 
1 月 23 日 

（星期三） 

1 月 24 日 

（星期四） 

1 月 25 日 

（星期五） 

08：30 

~ 

08：50 

【報到】 

光復國小 

研習地點 
08：50 

~ 

09：00 

【始業式】 

社教科長 

【研習課程說明】 

業務承辦人員 

上午 

09：00~12：00 

主題：本土文化賞析 

 

講師：葉龍源 

(閩南語文學) 

      高理忠 

(原住民音樂) 

主題：原住民文化實地體驗 

1.達觀泰雅族文化 

2.認識部落廚房 

講師：楊新妹 

    (泰雅編織) 

      藍新旭 

  (陷阱/年糕製作) 

主題：本土文化手作課程

（技藝實作） 

 

講師：蔡景株 

(本土植物特色與植物工

藝應用操作) 

林義成(民俗草編) 

 

12：00~13：10 午餐休息 

下午 

13：20~16：20 

主題：本土文學創作的

實作與分享 

    

講師：葉龍源 

      高理忠 

主題：客家文化實地體驗 

1.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2.東勢國小藝才國樂班 

講師：徐碩志 

      洪基峰 

主題：本土文化體驗課程

（創作及分享） 

 

講師：蔡景株 

林義成 

註： 

1.依身份進行分組(成人組及學生組)，每組約 40 人。每節課講師各請二位(二班同時進行)，得

依實際報名狀況調整之。 

2.學員創作之作品將由主辦單位集結成冊，發行專輯，提供縣內各國中、小學本土語言教學之補

充教材。 

3.優秀作者及作品鼓勵參加教育部辦理之「本土文學寫作徵文比賽」。 

 

 

 

 

 



附件三： 

雲林縣 107 學年度「本土文化體驗創作坊」工作人員分工執掌表 

一、總 幹 事：徐科長敏容 

二、副總幹事：黃校長有智 

三、執行祕書：陳柳馨 

 

負責成員 項

次 

分工組

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工作任務 

光復國小 主任 楊幸枝 

光復國小 教師 林盈延 一 行政組 

光復國小 教師 黃姿蓉 

1. 擬定實施計畫、編印研習手冊。 

2. 計畫相關業務執行進度及成果彙整。 

3. 召開相關會議及寄送公文聘函。 

4. 受理學員報名、研習時數登錄。 

光復國小 教師 林慧蓁 

光復國小 主任 王順玉 

光復國小 教師 陳信吉 
二 課務組 

光復國小 教師 黃榮禎 

1. 執行研習課程相關業務。 

2. 講座接送、安排設備需求及場控。 

3. 課表、海報製作和資料印製、發放。 

4. 課程、活動攝錄影。收發回饋單。 

光復國小 主任 廖本祺 

二崙國中 主任 蔡慧雯 

光復國小 教師 黃欽章 
三 總務組 

光復國小 教師 李雅蓁 

1. 研習物品採購。 

2. 餐點、茶水訂購與供應發放及其他相

關事宜。 

3. 經費收支核銷。 

光復國小 教師 謝寶儀 

光復國小 教師 丁威仁 

光復國小 護理師 林一帆 
四 場地組 

光復國小 服務員 劉碧玉 

1. 課表、指示牌及海報佈置。 

2. 會場音響及視聽媒體準備與收拾。 

3. 研習員報到、座位引導、手冊發放。 

4. 會場佈置及其他相關事宜。 

 

備註：1.表列各組第一人為組長，參加下列籌備會議人員以公假登記。 

      2.1 月 7 日上午九時各組組長於光復國小校長室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 

      3.1 月 22 日上午十時各組所有工作人員於光復國小校長室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