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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桃園市市立高國中小原住民族教師及學生參加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 

壹、 緣起 

尊重原住民族獨有的文化傳統，透過辦理各族群歲時祭儀文化活動，進而保

存與傳承各族祭儀文化、傳統知識及增進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文化之認知。 

貳、 依據 

一、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4條第 6款辦理。 

 

三、111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清冊。（如附表） 

參、目的 

    一、鼓勵全市師生參與本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透過探索與體

驗，強化桃園原民文化特色，傳播桃園市多元的活力與熱情。 

    二、透過師生參與歲時祭儀活動，充實師生多元文化教育知能與藝術教育素養，以提升

鄉土與藝術與人文教育教學品質。 

    三、增加多元行銷管道，有助於進行城鄉的原民文化發展，創造本市多元文化融合

特色，提升本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豐年祭活動能見度。 

肆、承辦學校 

    桃園市復興區長興國民小學  

伍、辦理方式 

一、 於「111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期間，開放有意願的學

校申請師生參與活動。 

二、 補助經費： 

        (一)各校參與活動每車次補助交通（車）費每台車 6,000元整，（每校以 3台車

/100人為限）、保險費每人 35元整及膳費每人 100元等費用支出，不足部分

由學校自籌。 

        (二)復興區因位處偏遠交通費，依距離申請上限為: 

1.後山 4校（巴崚、光華、三光、高義國小）每台 1萬 5,000元。 

2.中山 6校（羅浮高中、羅浮、霞雲、義盛、奎輝、長興國小）每台 1萬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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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山 2校（三民、介壽國小）每台 1萬 2,000元。 

        (三)倘前（一）（二）項無符合項目，可依參加人數租用 9人座之交通車（1日費

用約 5,000至 6,000元整），並核實支應交通車費。 

三、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5時止，請各校承辦人填

具報名表及經費概算表 1校 1份（附件一、附件二）核章後，掃描成 PDF檔 E-

Mail至電子信箱：anita3457@yahoo.com.tw（長興國小教導劉主任） 

郵件主旨：OO高國中（小）報名。（若未 E-Mail者將視同未完成報名） 

四、 鄰近活動場地之學校鼓勵師生參與，建議可採自行參加的方式擴大參與師生人

數。 

五、 活動詳情請參閱【桃園市 111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臉書網頁。 

陸、成果彙整暨經費核銷 

一、參與學校請於活動結束後兩週內，檢送統一收據、經費收支明細表、原始憑證及

成果報告送（寄）至長興國小教導處彙辦，各校請自留影本核銷及存檔。（336桃

園市復興區長興里羅馬路四段 207號，長興國小教導處劉主任收）。繳交內容說

明如下： 

二、統一收據，填寫內容如下： 

(一)各校經費匯入戶名、金融機構及帳號 

(二)繳款人：長興國小 

     (三)事由：111年度參加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戶外教育 

(四)金額：依公文核定金額為上限，未達核定金額，以實支金額填寫。 

三、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件三） 

四、原始憑證。（請依明細表序號排列） 

五、成果報告。（如附件四） 

 

柒、預期效應 

一、預計將有 500人次以上的市內師生，參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有

助於活動參與氛圍，擴大本市多元族群活力之效益。 

二、本市各級師生參與觀摩多元文化祭儀活動，更能激發其鄉土情懷，有利於營造本市

多元藝文風氣。 

捌、經費概算 

 由桃園市教育局經費項下支付。 

玖、獎勵 

    一、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 

        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定辦理敘

獎。核敘承辦學校及參與學校有功人員 2人嘉獎乙次、2人獎狀乙紙。 

    二、參與本活動人員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准予公(差)假登記。 

 

拾、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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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年桃園市各級學校參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  

戶外教育實施計畫報名表 

壹、學校：         區                  (國小、國中、高中） 

貳、報名資料                                     

 

 

※表單完成後，請將填報內容填入本報名表，每場次 1校 1 份，掃描成 PDF 檔 E-Mail至 

   電子信箱：anita3457@yahoo.com.tw 

郵件主旨：OO高國中(小)報名。請於 111 年 10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5時前 E-Mail。 
※報名資料確認及相關問題，請洽詢長興國小教導處 劉主任，電話 3822178#21。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學校承辦人員請核章後傳送 PDF檔至承辦人信箱，若未 E-Mail者將視同未完成報名）  

承辦人姓名(職稱)    (          ) 聯絡電話(#分機)              # 

申請補助活動名稱 

1. 活動日期:111年( )月( )日星期( ) 

2. 活動名稱: 

請參閱【111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清冊】                

車次 1 

班級  參與人數 
(學生)+(師長) (     )+(     ) 

參觀時間：111年   月     日(   )   □上午   □下午 (請勾選) 

車次 2 

班級  參與人數 
(學生)+(師長) (     )+(     ) 

參觀時間：111年 月     日(   )  □上午   □下午 (請勾選) 

車次 3 

班級  參與人數 
(學生)+(師長) (     )+(     ) 

參觀時間：111年  月     日(   )  □上午   □下午 (請勾選) 

mailto:anita345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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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1年桃園市各級學校參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  

戶外教育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學校：         區                  (國小、國中、高中） 

項次 項目 單價/元 單位 數量 金額/元 備註 

1 交通費  台   依計畫說

明填列 

2 膳費  人   100元/每

人 

3 保險費  人   35元/每人 

申請經費總計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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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年桃園市各級學校參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 

戶外教育實施計畫 

經費支出明細表 

學校單位名稱  補助總經費 新台幣         元整 

申請車次總數  實支經費 新台幣         元整 

 

支  出  明  細 

序號 支出日期 項目名稱 金額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支出總計   

    ※支出明細主要交代經費支出情形，方便主計人員審核。 

    ※單據請先行黏貼於貴校之「黏貼憑證用紙」上，經核章後，依序號排列附於本表格

之後，以迴紋針或小長尾夾固定，請勿裝訂。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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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1年桃園市各級學校參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聯合豐年祭活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

成果報告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申請單位名稱(全銜)  申請場次            場 

承辦人員 
職稱  

電話 
（O）： 

 分機 姓名  

參觀總人數   學生：              人，      師長：               人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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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活動【延期公告】 

 

🔰魯凱族歲時祭儀活動> 

原時段 10月 22日(六)因當日辦理桃園市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故延期至 10

月 10日(一)辦理。 

🔰阿美族歲時祭儀活動> 

原時段 10月 16日(日)延期至 10月 30日(日)辦理。 

🔰太魯閣族歲時祭儀活動> 

原時段 9月 17日(日)至 11月 19日(六)辦理。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各族群歲時祭儀相關訊息，請密切鎖定本粉絲團 

 

歲時祭儀各場次活動時間 

♦️泰雅族 ———— 7/30（六） 

♦️噶瑪蘭族 ——— 8/6（六） 

♦️賽德克族 ——— 8/13（六） 

♦️賽夏族 ———— 9/25（日） 

♦️排灣族 ———— 10/1（六） 

♦️魯凱族 ———— 10/10（一） 

♦️撒奇萊雅族 —— 10/15（六） 

♦️布農族 ———— 10/29（六） 

♦️阿美族 ———— 10/30（日） 

♦️卑南族 ———— 11/05（六） 

   ♦️太魯閣族 ——— 11/19（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