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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名稱：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貳、依據:公立高級中學等以下學校辦理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辦法 

參、計畫目的： 

一、培育兼重傳統文化涵養及現代知識能力的新時代原住民。 

二、以另類教育模式開發原住民學生學習潛能及學習意願。 

三、培養尊重自然且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態度。 

四、發揮族群特性探索具合作互助及共好精神的教育模式。 

五、提供原住民學生探索自身生涯發展的多樣管道。 

六、 為原住民族及國家儲備族群發展人才。 

肆、教育理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對原住民族學生的全人教育，除應強化學生基本學力外，亦應加

強其對原住民族文化的了解，建構學生對民族文化之認同，期待能培養具雙文化認同之原住

民。都會區原住民族學生由於從小離開原生部落缺乏文化底蘊，較部落原住民學生缺少部落經

驗及文化薰陶，較不易培育出具備跨文化的雙重能力，有鑒於教育部於 110開始實施新型態原

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希望藉由原住民實驗班的成立，培育出具雙文化認同能力的學生，並能

達成與族群「共生、共享、共榮」之理念。 

    本計畫申請「原住民實驗班」可以協助學校推動課綱並發展校本課程，不僅可以設計適合

原民學子的學習模式，提升其學習興趣及基本學力，也可以將補救教學的形式轉化成差異化教

學的模式；在課程中融入民族教育，亦可提升學生對自我文化的認同，型塑完整的自我概念；

課程設計朝向發展原住民學生多元智能，能適性教學激發其潛在能力，培養學生五力-合作力、

分享力、勇敢力、自省力及學習力。本計畫提供都會區原住民族國中學子參與實驗教育計畫，

除更能有效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落實民族教育課程，亦結合各項校外相關活動競賽（包括：

原住民朗讀、單詞及歌舞等競賽），作為學校發展多元團隊的中心，利用「資源整合」和「體制

共生」達到最大的教育成效。 

    本實驗班實驗教育課程採跨領域教學設計，將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教育融入課程，增進學生

對原住民族文化之理解與關懷，並推展原住民族部落傳統自然知識、文化、環境生態等民族教

育知識至都會區學校，促進學生對族群的認同與理解，亦能挹注都會區原住民學生學習部落文

化之機會，以利落實文化知識建構及民族教育發展，並透過建構「原住民族文化教學課程模

組」，依據不同族群特色發展多元化的教學內容，俾發展都會區原住民族教育辦理方式，並逐步

推廣至全國其他縣市都會區的原住民重點學校。 

伍、計畫特色 : 

    本實驗教育課程包括民族教育以及族語學習，將八大學習領域（如下）學習主題分別於三

年中讓學生體驗實作，每一領域課程包含概論以及實作課程，由七到九年級由簡入深，並規劃

於暑期至部落踏查以落實課內學習，藉由親身體驗，認識並認同自我身分，並藉由不同課程，

培養學生合作力、分享力、勇敢力、學習力及反省力，培養一位五力兼具且具自我認同的學生。 

    本實驗課程亦歡迎其他非原住民同學但有意願學習者，全部或部份參與民族教育課程，實

驗班將於每學期（年）末安排學習成果展，展示學習成果，提供非原住民同學了解原住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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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特色。 

    一、民族教育課程架構圖 

 

    二、學生圖像：文武兼具：具備五力及雙文化認同的原住民族學生 

 

 

陸、對象及學生入學方式 

  一、招生對象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辦法第九條規定，每班原

住民學生人數，不得少於全班學生總數百分之六十。本校實驗專班每學年招收1班，每班

招收12至16人，對象為國小應屆畢業生，入學優先順序以本市原住民族籍學生，其次為本

市非原住民族籍學生，再其次為本市非原住民族籍學生。 

  二、學生入學方式 

(一)申請入學：符合資格原住民學生（不限族別），經該年度參與家長說明會後填寫申請表 

    及備妥相關資料，經本校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發展委員會資格審查後無誤者，予以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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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本學區原住民學生可不需轉換戶籍，跨區就讀本校。 

 (三)若申請學生超過設班人數，依下列順序篩選實驗班學生 

     1.曾就讀國小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一年以上。 

     2.曾就讀國小原住民重點學校ㄧ年以上。 

     3.通過族語認證中級 

     4.通過族語認證初級 

     5.曾參與其他原住民族競賽 

 (四)本實驗班歡迎不具原住民身分但父母其中一方為原住民之學生報名，但招收之具原 

     住民身分學生人數，仍不得少於全班學生人數百分之六十。 

 (五)轉入轉出方式：實驗班於每學期結束後，得依學生意願並經「實驗教育發展委員會」 

     討論，辦理實驗班學生之轉入及轉出，其標準如下： 

     1.轉入：若實驗班人數未額滿，由學生家長填具申請書並經實驗教育發展委員會會議同 

       意方可轉入。 

     2.轉出：若家長與學生經與導師、輔導老師晤談後確定不適應實驗班，經與實驗教育發 

       展委員會會議通過，若該生屬於本校學區轉入本校普通班，其餘轉回該生學區學校就 

       讀。 

柒、計畫期間 

  一、辦理期程：本計畫為三年期計畫，自民國111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止。 

  二、辦理步驟： 

    (一)籌備階段：110學年度（110年8月至111年7月） 

110年 8月至 111年 8月籌備階段預定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110年 111年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1.計畫諮詢、資料蒐集              

2.計畫提交縣市審查並通過              

3.拜訪部落耆老、與學者、 
人士、參訪原住民族實驗 
學校、學習場域設計與規 
劃、教學設備、師資聘請 
招募 

             

4.與專業師資共同討論課程 
設計規劃與撰寫 

             

5.招生簡章公告週知、學生 
  送件審核 

             

6.完成課程計畫              

7.公告錄取新生/新生報到              

8.成班後教學環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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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階段：111～113學年度（111年8月至114年7月） 

111年 8月至 113年 8月辦理階段預定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上學期 下學期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1.正式開學              

2.上學期正式課程實施              

3.寒訓專題規劃/部落體驗              

4.下學期正式課程實施              

5.辦理招生以及新生報到 
  事宜 

             

6.暑訓專題培訓營隊、暑 
  期部落體驗 

             

7.部落參訪、文化產業及 
  校際交流活動(成果展演 
  與發表) 

             

8.籌備新學期班級事宜              

 

    (三)評鑑考核階段：111～113學年度 

        1.課程評鑑部分，評鑑時程及內容依本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之方式進行，定期召開期 

          中與期末檢核會議。 

        2.教學評鑑部分，依本校公開授課計畫進行。 

 

捌、實驗事項及範圍 

  本實驗班所進行之實驗事項及範圍，包含下列各項： 

  一、課程規劃： 

      (一)部定課程(29節)：依課程目的規劃各類課程，將原住民族議題融入特定部定領域課 

          程。 

 

      (二)校訂課程(6節)：以民族教育之實作及體驗課程為校訂課程指標，藉由探索體驗課程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形塑適應自身生涯發展的學習模式，並導引其應用於一般學科    

          領域之學習，促成學科學習效果的提升。 

  二、教材教法：以各類實驗課程之教材教法融入實驗班教育，提升原住民族學生於一般學科     

學習成效。 

      (一)三一教學法：「三一教學法」是桃園市針對原住民族學生所發展出的教學模式，由於 

操作過程需要學生、教師及督導三種角色，而且每一位學生在教學過程都應扮演三 

種角色，並將此教學法以「三一」命名，其中角色之間也包括了師徒制、協同教學 

及合作學習，達到認知及後設認知學習的雙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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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一教學法」的前身為「角色互換師徒制」。「角色互換師徒制」包括三步驟，首 

先，由學生擔任老師進行一對多教學；接著，再由學生進行一對一教學；最後，由 

老師進行最後的評量與總結。研究學者針對泰雅族及阿美族耆老進行田野調查，最 

後歸納出傳統學習模式所具備的條件及架構，包括：將阿美族年齡階層與泰雅族 

gaga的規範等融入「角色互換師徒制」，此時增加了「督導」的角色，若以阿美族的 

年齡階層架構來解釋，督導就是較高的年齡階層對較低年齡階層的成員進行管理(高 

年級、教師、家長)，同時也注入品格教育，稱之為民族教育的「文化力」。新加的 

這個角色便提供班級在管理上的新機制，當時將之命名為「三角教學法」。經過修正 

後的「三角教學法」，成為桃園市獨特的教學模式。由於操作方式是每位學生要輪流 

擔任學生、教師和督導 3種角色，而且每一位學生在教學過程都兼具 3種角色，並能 

將 3種角色合而為一，故最後正名為「三一教學法」且沿用至現在，目前亦運用三一 

教學法於學習扶助，可提升學學習成效。 

1. 如下圖： 

 

2. ＰＢＬ問題導向議題探究課程：藉由部落認識以及踏查，學生針對有興趣主題進

入部落學習。 

  三、學生學習評量：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原則規劃及評估不同評

量方式對原住民學生之學習效果差異，並根據學生的行為表現發展出適合的評量工具，

發現及診斷學習的問題及困境並予以協助解決。 

  四、學生活動： 

(一)學期中設計各類型活動讓原住民族學生更了解自己文化。 

(二)暑期安排至部落體驗將所學運用於生活，亦更了解原住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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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課程及師資規劃 

一、課程規劃 

(ㄧ) 實驗班課程規劃表 

領域 第四學習階段 

部定

課程 

領域

學習

課程 

語文 

國語文(5) 

英語文(3) 

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1/七、八年級) 

數學 數學(4) 

社會 
社會(3)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3) 

（理化、生物、地球科學） 

藝術 
藝術(3) 

（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3) 

（家政、童軍、輔導） 

科技 
科技(2)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3) 

（健康教育、體育） 

領域學習節數 29-30節 

校訂

課程 

彈性

學習

課程 

民族教育 4節 

族語 1節(九年級) 

班會 1節 

學習總節數 35節 

 

(二)部定課程：採取議題融入部定課程之方式，進行原住民族實驗課程規劃 

    七年級：自然及社會課程融入原住民族議題：環境課程、認識部落。 

        八年級：綜合以及自然課程融入原住民族議題：編織、傳統工藝課程以及釀造、 

                食物製備原理。 

    九年級：語文以及科技課程融入原住民族議題：原住民族文學、傳統工藝以及 

            野外求生器具製作。 

    (三)實驗課程：實驗班學生修習之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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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於彈性學習課程時段，排定原住民族實驗課程（學生學習時數 35節，部定課程學習 29-30 

        節、校訂課程 4-5節）。 

      2.課程編排方式，為使課程能兼顧實作以及延續民族教育意義，本課程依八大學習領域（如 

        民族教育課程架構圖）以概念以及實作分三年完成，學習族語並了解部落傳說、動手實作 

        並理解先民的智慧、練習舞蹈並體驗傳統的生活。 

  (四)實驗課程預定內容說明 ： 

     1.本實驗教育課程包括民族教育以及族語學習，將八大學習領域（如下）學習主題分別於 

        三年中讓學生體驗實作，每一領域課程包含概論以及實作課程，由七到九年級由簡入深， 

        並規劃於暑期至部落踏查以落實課內學習，藉由親身體驗，認識並認同自我身分，八大 

       學習主題於各年級教學綱要規劃如下：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達成素養 

 (A) 傳統 

     生活 

     技能 

7-Ａ-1 野外求生技   

       能 

7-Ａ-2 狩獵、漁獵 

7-Ａ-3 傳統工藝 

8-A-1祖先的智慧- 

      建造房屋 

8-A-2傳統工藝 

9-A-1傳統工藝 合作力 

共享力 

勇敢力 

（B）社會 

     組織 

7-Ｂ-1 親屬繼嗣 8-B-1 部落青年階級 

      組織 

9-B-1漁撈生活 合作力 

學習力 

（C）藝術 

     與樂舞 

7-C-1 傳統樂舞 8-C-1傳統樂舞及服飾 

8-C-2傳統童玩製作 

9-C-1 傳統服飾 

      與裝飾 

合作力 

學習力 

（D）傳統 

     信仰 

     與祭儀 

7-D-1傳統慶典 8-D-1各族成年禮儀 

8-D-2各族主要祭儀 

8-D-3傳說與信仰 

9-D-1 信仰與神 

      靈 

共享力 

學習力 

（E）族群 

     關係 

     與部 

     落歷史 

7-E-1各族由來 

     （族語） 

7-E-2我的部落起源   

     （族語） 

8-E-1分支與家族 

8-E-2 部落踏查 

9-E-2 各族傳說 

      與神話 

合作力 

共享力 

自省力 

（F）部落 

     倫理 

     與禁忌 

7-F-1 生命禮俗 8-F-1 族群慣習與律法 9-F-1巫覡文化 

9-F-2生活禁忌 

勇敢力 

合作力 

（G）環境 

     生態 

     保育 

7-G-1 植物辨識與 

      保育 

7-G-2 水土保持 

  
共享力 

自省力 

（H）族語 

     暨文學 

7-H-1 族語應用 

7-H-2各族部落傳說 

8-H-1族語應用 9-H-1族語應用 合作力 

學習力 

         備註：實際教學時引用之族別，視學生背景及族群/部落生活時序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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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實驗教育中民族教育課程內容概述 

實施年級 課程名稱 課程概述 評量方式 

七年級 民族教育 

1. 藉由野外求生器具製作、狩獵體

驗、傳統工藝、圖騰認識、舞蹈

練習以及歲時祭儀活動進而了解

原住民族文化。 

2. 鼓勵參加原住民族舞蹈比賽，藉

以提升學習成就 

1、分組報告 25% 

2、作業成績 25% 

3、實作成績 50% 

4、校外競賽表現酌以

加分 

七年級 族語課程 

1. 依教育部規劃之族語教材一至六

階學習，並穿插聽說讀寫練習，

搭配族語認證考試及單詞競賽學

習，提升學習成就。 

2. 族語學習穿插部落傳奇以及族群

習慣、禁忌等課程，將族群文化

融入族語課程中。 

1. 口說測驗 35% 

2. 族語聽力測驗 25% 

3. 作業成績 25% 

4. 族語文章閱讀測驗

15% 

5. 校外競賽表現酌以

加分 

七年級 班會 

1. 藉由舉辦班級會議了解如何達成

會議共識。 

2. 模擬部分民族的年齡階級制之分

工討論會議 

1. 分組報告 50% 

2. 參與討論度 50% 

八年級 民族教育 

1. 藉由年齡階級的訓練、建築工法

的學習、部落踏查體驗、傳統服

飾分類以及部落規範調查進而了

解原住民族文化。 

2. 鼓勵參加原住民戲劇比賽，融合

部落傳說、劇本編寫以及舞蹈戲

劇表演，提升學習成就。 

1. 分組報告 25% 

2. 作業成績 25% 

3. 實作成績 50% 

4. 校外競賽表現酌以

加分 

八年級 族語課程 

1. 依教育部規劃之族語教材七至九

階學習，並穿插聽說讀寫練習，

搭配族語認證考試及單詞競賽學

習，提升學習成就，課程目標為

通過族語認證初級。 

2. 族語學習穿插部落傳奇以及族群

習慣、禁忌等課程，將族群文化

融入族語課程中。 

1. 口說測驗 35% 

2. 族語聽力測驗 25% 

3. 作業成績 25% 

4. 族語文章閱讀測驗

15% 

5. 校外競賽表現酌以

加分 

八年級 班會 

1. 藉由舉辦班級會議了解如何達成

會議共識。 

2. 模擬部分民族的年齡階級制之分

工討論會議 

1. 分組報告 50% 

2. 參與討論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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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住民族實驗班實驗課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第一節 國文 英文 自然 國文 輔導 

第二節 國文 國文 數學 自然 生活科技 

第三節 歷史 數學 國文 民族教育 數學 

第四節 音樂 資訊 英文 民族教育 地裡 

下午 第五節 體育 公民 美術 體育 表演藝術 

第六節 健康 民族教育 班會 數學 英文 

第七節 自然 民族教育 族語 童軍 家政 

         (1)族語課程：依課程規劃，七八年級每週一節本土語課程(部訂課程)，九年級一節 

            族語課程(彈性課程)。 
       (2)本表儘以各科目節數預排，七年級實際課表依教學組安排為主。 

  二、師資規劃 

教學團隊 

職   務 教師姓名 授課科目 備註 

任課教師 王者強 數學 學科授課教師 

任課教師 潘菁瑩 生物 學科授課教師 

民族教育教師 黃愷銘 族語/民族教育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高生榮 族語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吳家錦 民族教育-舞蹈 阿美族 

九年級 民族教育 

藉由編織實作、舞蹈服飾分類、巫

師文化、占卜信仰以及創意編輯有

意義的阿美族舞蹈。 

1. 分組報告 25% 

2. 作業成績 25% 

3. 實作成績 50% 

4. 校外競賽表現酌以

加分 

九年級 族語課程 

1. 以生活情境課程為主題，並與部

落耆老溝通為目標。 

2. 族語學習穿插部落傳奇以及族群

習慣、禁忌等課程，將族群文化

融入族語課程中。 

1. 口說測驗 35% 

2. 族語聽力測驗 25% 

3. 作業成績 25% 

4. 族語文章閱讀測驗

15% 

5. 校外競賽表現酌以

加分 

九年級 班會 

1. 藉由舉辦班級會議了解如何達成

會議共識。 

2. 模擬部分民族的年齡階級制之分

工討論會議 

1. 分組報告 50% 

2. 參與討論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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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教師 呂淑美 民族教育-織布 

原教中心民族教

育培訓師資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高秋嵐 
民族教育-編織(竹編、藤

編) 

原教中心民族教

育師資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黃榮輝 民族教育-傳統建築工法 

原教中心民族教

育培訓師資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李翠雲 民族教育-飲食文化 
族語支援 

教師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吳家錦 民族教育-傳統服飾及舞蹈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張光宗 民族教育-漁獵文化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馬金福 民族教育-狩獵文化 

原教中心民族教

育培訓師資 

阿美族 

民族教育教師 李敬信 
民族教育-傳統信仰、社會

組織 
阿美族 

壹拾、學生學習評量內容及方式 

    依據國民教育法中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桃園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補充規定訂定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如附件），學生評量方式依本校評量辦法實施。 

壹拾壹、預期成效 

  一、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充實生活知能。 

  二、民族教育課程了解自身文化，增加自身文化認同感。 

  三、實作課程提升學科學習興趣，增進自信心。 

  四、鼓勵實驗班學生以全體通過族語認證初級為目標，並提升通過族語認證中級的比例； 

      能與部落耆老學習並傳承部落文化。 

  五、學生能了解自我特質，規劃生涯歷程並往目標邁進。 

  六、參與各項競賽展現佳績，發揚民族文化。 

  七、完成各類成品提供非原住民同學了解民族文化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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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原住民實驗班招生甄選簡章 

校址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西路 66號 電話 03-3205681*210 

學校網址 http://www.gsjh.tyc.edu.tw/ 傳真 03-3299895 

招生年級 七年級 

招生範圍 桃園市及外縣市 

招生目標 

一、培養具有連結傳統與創生未來能力的原住民族學生。 

二、提供原住民實驗教育之國小畢業學生繼續升學，輔導其適性發展，以培 

    育原住民族人才。 

甄選條件 

一、國小六年級升國中七年級學生，不受學區限制。 
二、本市原住民族學生(不限族別)優先錄取、次者為外縣市原住民族學生、

再次者為本市一般學生。 
三、依下列條件依序甄選至額滿 
(一)曾就讀國小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一年以上。 

(二)曾就讀國小原住民重點學校ㄧ年以上。 
(三)通過族語認證中級 
(四)通過族語認證初級 
(五)曾參與其他原住民族競賽 

四、招生名額：12~16人 

甄選 

方式 

申請 

甄選 

資料 

送件時間 即日起至 7月 29日(五)17:00 

送件資料 
一、報名表(附件一)。   三、家長同意書。 

二、戶口名簿影本。     四、相關證明文件(無則免)。 

收件方式 

一、親送：龜山國中警衛室(為確保以收件，請於送件後致電本校 

    教務處確定送件完成)。 

二、郵寄：請寄至龜山國中教務處註冊組，請於信封袋註明「申請 

    111學年度原住民實驗教育專班」。 

錄取 

公告 

放榜時間 111年 8月 1日(一)12:00前。 

公告方式 
一、網路公告：本校網站首頁。 

二、實體公告：本校警衛室門口。 

備註 

一、依據教育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辦法」及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12月 24日桃教中字第 1100118002號函辦理。 

二、本案相關資訊如下： 
   (ㄧ)成績複查：111年 8 月 1日(一)12:00前向本校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二)報到日期：111年 8月 4日(四)。 

   (三)備取生補報到截止日為 111年 8月 5日(五)。 

   (四)經錄取且已完成報到者，如欲放棄錄取資格，應於 111 年 8月 4日(四)   

       12:00 前填具「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由考生或家長親送至錄取學校辦    

       理放棄錄取資格，未完成放棄錄取資格者，視同本校新生。 

   (五)原住民實驗班經錄取之學生因故不適宜繼續在原班就讀或就讀之實驗班經依 

       規定停辦時，學校應積極輔導其轉班或轉校。必要時，得由各該主管機關轉   

       介至其他學校。 

   (六)原住民實驗班學生在校成績評量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 

       則」辦理。 

   (七)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 

       間等相關規範告知事項，請詳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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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原住民實驗班報名表 

編 號 :□□ (由 本 校 填 寫 )                       報名日期 :111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相片黏貼 

 (請浮貼個人 

  大頭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畢業國小 
___________(縣)市          區 

                 國小 

身分別 □ㄧ般生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別  

通訊地址 □□□-□□ 

家長或監護人 
姓名  家長簽名 

(請親自簽名) 
 

聯絡電話  

附件資料

(若附於後      

 請打勾) 

□戶口名簿影本 
□家長同意書 
□就讀國小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一年以上證明 
□就讀國小原住民重點學校ㄧ年以上證明 
□族語認證中級(或以上)證書 
□族語認證初級證書 
□參與其他原住民族競賽證明 
□其他                    

申請學生 

簽名 

(請親自簽名) 

 

 

 

 

以下由承辦人員填寫 

繳交文件 

1. 報名表 

2. 戶口名簿影本 

3. 家長同意書 

4. 相關證明文件(無則免) 

承辦人簽章： 

 備註： 

ㄧ、報名時間：即日起至7月29日(五)17:00。 

二、報名方式： 

 (ㄧ)親送：龜山國中警衛室(為確保已收件，請於送件後致電本校教務處確定送件完成)。 

 (二)郵寄：於報名時間內寄至龜山國中教務處註冊組(桃園市龜山區自強西路22號)，並 

     請於信封袋註明「申請111學年度原住民實驗教育專班」。 

   三、若有相關疑問請洽龜山國中教務處03-3205681*210潘主任。

附件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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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原住民實驗班報名表 
新生入班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 貴校 111學年

度原住民實驗班新生入班甄選，錄取後由 貴校編入原住

民實驗班就讀，經錄取後不得無故放棄資格，以免影響

其他同學之權益。 
 

 

 

此致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學生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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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使用範圍、目

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告知事項 

一、學生於完成本報名程序後，即同意本校因作業需要，作為學生身分確定、成績計算作業

運用。 

二、本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料之蒐集，係為學生成績計算、資料整理及報到作業等招生

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學生報到註冊作業使用，考生資料蒐集之範圍

以本校報名表所列各項內容、測驗成績資料為限。 

三、本校蒐集之學生資料，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後，即

同意本校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四、學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作業而拋棄

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完

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

一律不予採認，所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若學生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資

料，本校將無法進行該學生之甄選、錄取等相關作業，請特別注意。 

五、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

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自願放棄入學申請書書 

本人                  參加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111 學 年 度 原 住 民 實 驗 班 甄 選 招 生 獲 得 錄 取 ， 經

_____________因素考量，自願放棄該校入學資格。 

特此切結 

此致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立切結書人：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聯絡電話：（日）                      

         （手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原錄取學校 

關防用印處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