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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1 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 

區域培訓班學員報名簡章 

壹、計畫目標 

一、鼓勵南島民族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並提升渠等參與公共事務

能力，以培育參加全球性與區域性之原住民族國際會議青年

人才。 

二、促進南島民族論壇各會員間文化與政策議題交流，建立對話

與溝通平台，並延續彼此交流情誼。 

三、培訓青年國際事務人才，擔任南島民族論壇及原住民族委員

會相關活動志工，強化行動力與公共參與力。 

貳、學員人數與資格 

一、招生人數：共計 20 名。 

二、臺灣原住民學員：計 10 名（須經遴選）。 

(一) 18 至 40 歲之原住民族青年，且須符合下列任 1 資格： 

1.參與「2021 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

畫」臺灣培訓班並結訓之人員。 

2.原住民族委員會歷年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結訓

人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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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島學員：計 10 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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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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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貝里斯）以及相關國家之駐臺使館代表處推薦，若不

足額，名額由臺灣原住民學員名單遞補。 

(二) 南島學員尚須符合下列任 1 資格： 

1. 參與「2021 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計畫」臺灣培訓班並結訓之人員。 

2. 原住民族委員會歷年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結

訓人員。 

參、培訓時間與地點 

一、辦理日期：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至 9 日（星期三），計

5 日 

二、辦理地點：帛琉共和國 

三、課程規劃（採全英語授課）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時數 

基礎課程 

2 小時 
帛琉歷史、文化與社會組織 2 

專題演講 

3 小時 

專題演講─傳統語言復振之路 1 

專題演講─傳統領袖與當代政治發展之權衡 1 

專題演講─傳統耕作與氣候變遷 1 

實務課程 

1.5 小時 
南島青年圓桌論壇─我們要的未來 1.5 

考察參訪課程 

14 小時 

參訪─葛瑪榮文化中心 

（男人會所考察及芋頭採收體驗） 
4 

參訪─帛琉國家博物館 2 

參訪─洛克群島（搭配海洋保育及航海文化復振課程） 8 

其他課程 

9.5 小時 

小組討論 6 

開訓典禮 1 

學員成果展示 1.5 

結訓典禮暨綜合座談 1 

總時數 3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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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員權利與義務 

一、權利 

(一) 由南島民族論壇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負擔區域培訓班課程

費用，補助項目如下： 

1.國際機票：臺灣至帛琉經濟艙來回機票乙張。 

2.由南島民族論壇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統一規劃並補助帛

琉當地住宿、交通及膳食，不另發放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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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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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南島民族論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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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止。 

二、報名方式（擇 1 即可）： 

(一) 通訊報名： 

1.填寫報名表：請以清晰正楷中文字體，於簡章附件 1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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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上詳填個人報名資料。 

2.請檢附以下審查資料： 

(1)報名表（附件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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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二吋大頭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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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郵寄報名表件： 

(1)請將前開審查資料依序裝入一般信封，並填寫附件 2

報名信封，黏貼於信封袋，於 111 年 1 月 10 日（星

期一）下午 5 時前，以掛號郵寄至【116302 臺北市

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64 號─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

育成總中心 2 樓 206 室─南島民族論壇政大專案辦

公室】。 

(2)郵寄紙本收件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若親自

遞件者，可於上班日（10：00－17：00）送件，收

件截止時間同上，逾期恕不受理。 

(二) 網路報名： 

1.官網報名：登錄網頁後點選【報名資訊】，即可進入線

上報名系統首頁填寫報名表並上傳所需附件。 

2.電郵報名：填妥簡章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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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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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檢定測驗合格證書或成績單影本等）電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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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參加『2021 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

培訓』—區域培訓班學員遴選」，承辦單位將於收件後

隔日回電並確認。 

3.注意事項：無法順利完成網路報名者，請於 111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將報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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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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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傳真至（02）

2938-7027，或以掛號郵寄至【116302 臺北市文山區指

南路 2段 64號─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2

樓 206 室─南島民族論壇政大專案辦公室】（請參考通

訊報名方式），亦請立即來電確認，以維護您的權益。 

陸、遴選人數與方式 

一、遴選人數：正取 10 名、備取 10 名。 

二、採 2 階段評審作業： 

(一) 初審：就申請者資格、申請者應備文件及其他相關證明進

行書面審查作業，評分權重佔總成績之 40%。 

(二) 複審： 

1.個人面試：採中、英文方式進行，以「臺灣原住民族文

化認識」、「南島民族議題認識」及「英文會話」進行個

人面試，每人 10 分鐘，評分權重佔總成績之 40%。 

2.團體面試：採分組方式，以「臺灣及南島民族議題」為

mailto:nccu.austronesian.forum@gmail.com


6 

 

主題（題目將於現場提供），依序進行團體面試，每組

20 分鐘，評分權重佔總成績之 20%。 

(三) 有關複審面試時間將另行通知。 

三、遴選評分項目： 

評審項目 比重 

初審 

（書審） 
申請人資格與報名資料審查 40% 

複審 

(面試) 

個人面試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認識 

40% 南島民族議題認識 

英文會話 

團體面試 臺灣及南島民族議題討論 20% 

總計 100% 

柒、錄取公告： 

(一) 遴選結果將於本活動網頁上統一公告，公告同時按錄取之正

取及備取人員名單寄發錄取簡訊並以電話通知，確認收悉錄

取結果，以續辦相關手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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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取消其參訓資格。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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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滿為止，候補錄取學員後續將以

簡訊及電話通知。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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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取得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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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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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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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民族論壇及原住民族委員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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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如需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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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時數登錄。 

四、培訓期間學員於帛琉之住宿、交通及膳食費，統一由南島民

族論壇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劃並補助，不另發放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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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取消本次參訓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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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之【帛琉議題之了解與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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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交通資訊 

帛琉當地交通統由主辦單位規劃，本國之交通安排將於開訓前 1

週通知；另依據臺帛旅遊泡泡專案返國後規定第 0 日至第 5 日屬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不可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主辦單位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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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於返國當日提供固定路線、定點送乘，後續仍請獲錄取者依

定點（將於訓前提供）自行安排交通接駁。 

壹拾壹、附件 

一、附件 1：區域培訓班學員報名表。 

二、附件 2：區域培訓班學員報名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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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區域培訓班學員報名表 

姓名 
 

（與身分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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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期間學員一律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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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非政府組織 

經歷 

組織名稱 職    稱 起迄年月 

   

   

   



ii 

 

參與國際活動 

經歷 

活動名稱 國    家 起迄年月 

   

   

   

區域培訓班 

主要探討議題 

1. 帛琉傳統領袖制度與當代政治 

2. 帛琉語言及文化復振 

3. 帛琉傳統耕作與氣候變遷 

4. 帛琉海洋保育及資源管理 

5. 帛琉航海文化復振 

【對帛琉相關

議題之了解與

觀察】 

依照上開所列

議題，擇任一題

書寫 

※以英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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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培訓之

動機及期待】 

※以英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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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南島民族論壇─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 

區域培訓班學員 

報名信封 

      

    

   

 

請 貼 足 

掛 號 郵 資 

 

 

 

116302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段 64號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2樓 206室 

南島民族論壇─政大專案辦公室收 

請於寄出前再次確認下列事項，並於□內打： 

□1.報名表 (附件一) 

□2.身分證明文件 (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在學證明、在職證明、服務證明等) 

□3.二吋大頭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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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表件請依編號順序，由上而下依序排列，平整放入信封內。 

※每一信封限裝一人一所報名表件，必須以掛號郵寄，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而無法準時報名，則

須自行負責。 

報名人姓名：  

聯 絡 電 話 ： （家電）                   （手機） 

地 址：  

※以國內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