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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2 第八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及健康照顧】學術研討會 

 

壹、 計畫緣起： 

   原住民族教育與健康照護是原住民族發展之重要課題。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振

興原住民族文化、復育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原住民族媒體事業、創造原住民族數位機會以及營造原住

民族社會教育及終身學習環境，特訂定「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 

    原住民族教育涵蓋學校教育、親職教育、社會教育、族語教育、技職教育等領域。而原住民族教

育仍存在許多亟待探討之面向，為規劃各項論文撰述主題，將以邀稿方式邀請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及

健康照護發展相關研究者及實務人士發表論文，讓各方形成對話、交流。  

   

貳、 研討會主題： 

全國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及健康照顧學術研討會 

徵稿範疇： 

一、 原住民族健康照護 

二、 原住民族哲學、宗教與祭典  

三、 原住民族歷史與地理、傳統社會與變遷  

四、 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學 

五、 原住民族傳統樂舞藝術與現代創作  

六、 原住民族生活與體育技能 

七、 原住民傳統技藝與現代技藝  

八、 原住民族文化特性之教學課程教材與方法  

九、 原住民族觀光與傳播 

十、 原住民族善治與政治參與 

十一、 其他 

 

參、 主辦單位：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研究發展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肆、 研討會時間： 

11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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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討會地點：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418號)。 

 

陸、 論文發表形式： 

本研討會之進行方式採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專家座談（Panel）及論文發表（Minisymposia）；

專題演講的主題為原住民族健康不均等。專家座談的主題為原住民族學生校園微歧視議題，論文發表

的形式則有口頭報告論文及海報論文發表。每篇 20 分鐘，論文發表 15 分鐘及評論 5 分鐘。 

 

柒、 會議議程： 

一、 議程表預定 11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公告。 

二、 如遇天災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包含重大流行疫情)，將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桃園市政府

公布停課資訊為依據，若無法舉行實體研討會將依照原時段調整為線上遠距研討會。 

三、 大會簡要議程請見附件一。 

 

捌、 會議參加對象： 

國內外學者、專家、教師以及相關領域的研究生為主，亦開放一般民眾報名。即日起至 111年

11月 4日(星期五)晚上 12點前止，採線上報名，請洽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網址: http://indigenous.web.hsc.edu.tw/files/11-1006-2260.php?Lang=zh-tw。 

全程參與研討會可獲得 6 小時的研習時數證明；全文發表的文章將擇優推薦投稿至本校新生學

報。 

 

玖、 重要活動時程： 

一、論文摘要投稿截止：111年 08月 31日（星期三） 

二、論文摘要錄取通知：111年 09月 28日 (星期三) 

三、論文全文與簡報截稿日期：111年 10月 14日（星期五） 

四、研討會議程公佈：111年 10月 26日（星期三） 

五、研討會網路報名：即日起至 111年 11月 4日（星期五）晚上 12點前截止 

六、論文發表日：111年 11月 18日(星期五) 

 

壹拾、 論文撰寫格式： 

一、來稿請以 A4 紙張打字，並次第編撰頁碼。每篇論文全文包括圖、表及參考文獻，以不超過

二十五頁為原則。 

二、來稿本文如為外文，須另附中文題目及中文摘要；摘要以 300至 500字為原則。 

三、來稿依序主要包括以下四個項目： 

(一) 標題：包括題目、作者姓名、任教學校系科或任職單位 

http://indigenous.web.hsc.edu.tw/files/11-1006-2260.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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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摘要：包括摘要、三至五關鍵詞 

(三) 正文：包括圖表在內 

(四) 參考文獻 

四、摘要投稿申請書請見附件 

 

壹拾壹、 連絡方式： 

一、論文摘要及全文投稿時，請依規定格式完稿，將電子檔（請務必包含 WORD、PDF檔一式兩檔）

傳送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余嘉琳小姐收。            

電子信箱：sakenge1214@mail.hsc.edu.tw 

二、學校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 418號。 

連絡電話：03-411-7578分機 342。 

傳    真：03-41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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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大會簡要議程 

2022 第八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及健康照顧】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日期:11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 

時間 議程 

09:00-

09:20 

報  到［A棟大廳］ 

[原住民手工藝展] 、[原住民族服裝設計展] 

09:30-

09:5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A棟大廳］ 

開幕致詞： 

新生醫專 劉奕彩 董事長 

新生醫專 駱俊宏 校長 

新生醫專學務主任兼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劉世淼副教授 

新生醫專研究發展處主任 高駿彬助理教授 

10:00-

10:10 
團體合照 

10:10-

10:30 
迎賓表演時間 

10:30-

11:20 

專題演講  地點：C棟大樓 

主題: 原住民族健康不均等 

演講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理事長 怡懋‧蘇米副教授 

11:30-

12:00 

主題：原住民族學生校園微歧視議題座談  地點：C棟大樓 

與談人： 

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理事長 怡懋‧蘇米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Ciwang Teyra 助理教授 

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陳盛賢主任 

新生醫專長期照護科主任 蔡秀芬主任 

12:00-

12:30 
原住民族服裝設計走秀展演 

12:30-

13:30 
午  餐 及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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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3:40-

14:30 

論文發表 

第一場次 第二場次 第三場次 

   

14:30-

15:00 
原住民族傳統歌舞表演與茶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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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摘要投稿申請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2 第八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及健康照顧】 

學術研討會 
 
摘要投稿申請書                            摘要截止日期：2022 年 8 月 31 日 

Abstract Submission Form                    Due Date：31Aug. 2022   

                                                      摘要投稿 

                                                      全文投稿 

論文題目 Title  

議題 Topic 

   1.原住民族健康照護  

   2.原住民族哲學、宗教與祭典  

   3.原住民族歷史與地理、傳統社會與變遷  

   4.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學 

   5.原住民族傳統樂舞藝術與現代創作  

   6.原住民族生活與體育技能 

   7.原住民傳統技藝與現代技藝  

   8.原住民族文化特性之教學課程教材與方法  

   9.原住民族觀光與傳播 

   10.原住民族善治與政治參與 

   11.其他 

主要發表人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O：（ ）            M：（ ）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第二發表人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O：（ ）            M：（ ）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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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簡歷（300 字以內） 

  Brief Vita (BV)（at most 300 words）： 

 

  摘要（300-500 字，請包含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發現、預期成果） 

  Abstract（The abstract should not exceed 800 words and should includ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findings or expected results.） 

 

 

 

 

 

 

 

 

 

 

 

 

 

 

 

   （以 5 個為限） 

  Keyword(5 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