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資原味-105學年度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 

成果報告書 

 

報告人：李育逢 

105年 9月 20日 



壹、活動宗旨 

原住民族新生考取臺大後，大部分都得面臨離鄉背井，暫別原鄉

部落，獨立面對生活的挑戰。 

為幫助初入臺大校園的原住民族同學，快速適應校園生活，建立

人際支持系統，進而提高學習成效。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特規劃「原資原味-105學年度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

期盼原住民族新生彼此凝聚情感、儘早適應臺大環境，熟悉校內各項

資源，進而安心向學。 

 

活動當日現場座無虛席，原住民族新生多提早報到，認識新朋友。 



貳、活動目標 

（一）向 105學年度原住民族新生，介紹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的硬

體設備與服務。 

（二）簡介原住民族學生各項支持性服務與相關學習資源。 

（三）提供原住民族學生人際支持與關懷。 

（四）藉由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傳承升學或就業的心法，期許新生能

夠在臺大中探索未來人生目標，成就自己，光耀部落。 

 

參、活動對象： 

本校 105學年度計有 63位原住民族新鮮人，當日有 48位同學報

名參與，部分同學上課到 6點 20分，下課後也陸續抵達。 



肆、活動時間： 

105年 9月 20日(星期二)18：00~21:00 

 

 

原聲帶社的學長姐現場支援、帶動氣氛 



伍、活動地點： 

第二學生活動中心 Global Lounge。 

 

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手冊 

為了幫助初入臺大校園的原住民族同學，快速適應校園生活，建

立人際支持系統，進而提高學習成效，原資中心中編製「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手冊」。 

手冊內容包括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簡介、經濟支持（內容包括

助學措施、獎助學金、急難協助）、課內與課外學習（內容包括課業

須知、學習資源、學生社團）、服務與輔導（內容包括住宿、心理輔



導、學生安全守護、醫療保健服務、申訴、相關網站連結陸）、留學

與公職資訊、各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專責單位的各項福利與服務，以及

各族文化面面觀等。今年更重新排版擴增內容，期盼藉由本手冊的引

領，協助原住民族新生未來皆能夠成功學習。 

本次的封面，由法律學系王念主同學設計，結合原住民族石板屋

的概念，搭配藍天白雲，期待新鮮人的未來，一片海闊天空。 



柒、活動流程：  

一、報到（18：00～18：30） 

於 Global Lounge門口設報到處，新鮮人簽到後，發送「原資原

味-105學年度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相關資料。資料

內容包括：原住民族學生資源手冊、金石畫展紀念書籤、臺大學生十

大基本素養 L夾、活動意見調查表等。 

 

二、學務長、執行秘書致詞（18：30～18：45） 

本次迎新活動的的主持人，為森林二的邱家豪（太魯閣族）和法

律二的王念主（泰雅族），主持人準備充分甚至演練多次，以活潑爽

朗的口並適時掌握現場氣氛條，讓台下新鮮人開懷大笑，表現稱職。 

主持人開場後，將麥克風轉交給陳學務長和李執行秘書，因學務

長另有其他公務行程，致詞勉勵後，在現場工作人員和主持人的引導



下，安排全體大合照，為本次活動留下珍貴的影像紀錄。 

 

 

  學務長幽默風趣的致詞，並分享臺中師院時代與原住民族室友相處的回憶 



 

 

現場大合照 



李執秘簡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的歷史，和臺大豐富的學習資源 

三、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簡報（18：45～19：00） 

    由職負責簡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所辦理的活動，原資中心的

系列方案，不僅串連起大學四年精彩的時光，更是本校原住民族學生

最堅強的支持性服務組織。並報告原資中心和臺大各項學習資源和軟

硬體服務。希冀提供原住民族同學學習、生活和人際適應上的支持，

營造尊重多元文化的校園環境。 

四、中場休息&餐敘（19：00～19：20） 

    由於原民會經費的挹注，本次迎新活動充足的預算提供更多元豐



富的飲食，讓原住民族同學們均可以大快朵頤。長官致詞及原資中心

簡報後，中場休息 30分鐘，提供新鮮人彼此互動，及與學長姐交流

的時間。 

     當天負責協助的原聲帶社同學，井然有序的將餐點分門別類，

方便新生自由取用。並事先規劃廚餘、回收垃圾的區域。新生用餐秩

序相當良好，不爭先恐後。本次餐點預估相當精準，沒有吃不完浪費

的情形，多數同學在大快朵頤之際。均表示相當滿意。 



 

 

 



五、學長姐經驗分享 

（一）大學生活分享（19：20～19：40） 

    邀請法律系女籃前隊長，法律系三年級的宋瑾柔同學（排灣族），

與新鮮人分享在臺大精彩的生命故事，有酸甜苦辣的大學生活、有熱

血洋溢的女籃體驗、及甄選進入中鼎工程實習的心得，更有精彩且緊

湊的新生學習入門書院隊輔體驗。 

    瑾柔的簡報相當用心，並且非常鼓勵新鮮人廣泛的參加社團活動，

探索自己的興趣，加上熱情的態度，頗能引起現場共鳴。 

 

宋瑾柔同學（法律三）的簡報 

 



 

 



（二）升學心得分享（19：40～20：00） 

    接續在瑾柔的簡報之後，原資中心另安排巫曉涵同學（撒奇萊雅

族），分享臺大的生活，及順利甄試上研究所的心得分享。曉涵自原

資中心創設以來，一直擔任工讀生，協助原資中心辦理各項大小活動，

也是首位在「原資原味-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中擔綱

主持人的角色。並在「資策會原住民族暑期工讀暨職涯講座」中表現

可圈可點，備受資策會青睞，連續兩年獲邀前往實習。更於「徵的就

是你-105學年度生活魔法書徵稿活動」中獲得優勝，撰寫該年度的

文案。 

    曉涵鼓勵所有的原住民族同學，我們沒有和別人有任何不一樣，

只要認真與用心參與，原住民的表現不會比漢人同學差，就算沒有任

何加分的碩班考試，升學的機會也是一樣，只要你肯努力。 



 

巫曉涵（森林碩）同學的簡報 

六、原住民族特色表演（20：00～20：20） 

    本次迎新活動特邀原聲帶社前任活動部部長石貿奇領銜，在迎新

活動為大家準備精彩的原住民族特色表演，並簡介歌曲中的故事。 

    貿奇不僅學業成績優異，更和直屬學妹組高傑美成「Ali & Mo'o」

樂團，傑美聲音清亮且有爆發

力，加上貿奇的合唱與伴奏，

簡直是餘音繞樑頗有職業級

的水準。現場聽眾不僅大飽耳

福，「安可」聲不絕於耳。 



 

 

Ali & Mo'o樂團現場精彩的演出 



七、原民相關社團簡介（20：20～20：30）--原聲帶社 

 

 

原聲帶社―黃義傑社長 



八、自我介紹（20：30～20：45） 

    這時段是專屬原住民族新鮮人的時間，每位新生自我介紹約 30

秒。每當分享到自己的部落和故鄉時，後頭原聲帶社的學長姐一聽到

來自故里的學弟妹，總是報以熱忱的歡呼聲，似乎已成為本活動最讓

人津津樂道的傳統。 

    在現場高亢且愉悅的氣氛下，新鮮人無形中拉近彼此的距離，亦

有效促進彼此凝聚情感。有舞蹈才華的同學，更在成群學長姐的連聲

鼓勵與呼喚下，直接在現場來一段勁歌熱舞。相信在這樣熱絡的氣氛

下，剛加入臺大大家庭的原住民族新鮮人，不會感到孤單。 

 



 



九、綜合座談（20：45～21：00） 

    活動的尾聲，由李毓璱執行秘書主持綜合座談，為「原資原味-105

學年度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捌、活動意見調查表統計分析 

    105學年度有 63位原住民族新生，48位同學報名參與，回收意

見調查表 35份，活動意見調查表統計分析成果如下： 

 

一、基本資料 

（一）性別 

男生 14人，占 40%；女生 21人，占 60%。 

 

（二）身分 

本次回收的意見調查表中，身份別全部都是大學部。 

 

身分 

0% 

大學部 

100% 

研究所 

0% 
身分 



（三）獲得本次活動訊息管道分析 

    在活動訊息這塊，本組除了透過學號信箱來發佈訊息外，鑑於目

前行動通訊的發達，亦透過企業簡訊的方式，將迎新的訊息告知所有

原住民族新生，故有 42％的同學表示「簡訊」為主要活動訊息來源。 

訊息來源 E-MAIL 
活動中

心網頁 

活動中心

海報欄 
簡訊 Facebook 

社團

活動

資訊

系統

公告 

臺灣大

學校園

公佈欄 

人次 22 0 0 26 11 0 0 

百分比 37%  0 0 44％ 19％ 0 0 

 

 

 

 

 

 

 



二、「原資原味-105學年度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意見

調查分析 

由問卷調查得知，參與同學大致上對本次講座的時間安排、內容、

整體活動都相當滿意，也認為本活動是有幫助的。 

滿意度較低的是時間安排方面，可能因為講座當天係開學之初，

系學會、系隊或社團正巧有活動，部分同學反應難以抉擇。也有同學

反應上課較晚，從遙遠的教室前來二活，時間上比較緊迫，導致滿意

度稍低。 

（一）您對本次活動時間安排的滿意度 

您對本次活動時間安

排的滿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人次 13 20 2 0 0 

百分比 37% 57% 6% 0 0 

 

 



（二）您對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您對本次活動內容的

滿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人次 16 18 1 0 0 

百分比 46% 51% 3% 0 0 

 

 

（三）您對本次活動整體的滿意度 

您對本次活動整體的

滿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人次 15 19 1 0 0  

百分比 43% 54% 3% 0 0 

 

 



（四）您認為本活動對您的幫助 

您覺得本次活動對您

幫助的滿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人次 22 12 1 0 0 

百分比 63% 34% 3% 0 0 

 

三、您對本次活動的建議 

（一）很棒 

（二）很好 

（三）good 

（四）期待後續活動 

（五）跪求學務長的授權碼！！！ 

四、未來希望原資中心舉辦什麼類型的活動 

（一）各式各樣藝文類的活動 

（二）有關升學獲公費留學 

63% 

34% 

3% 

0% 0% 

您覺得本次活動對您的幫助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三）公費留學 

（四）跟職涯合辦關於原民出路的講座 

玖、結語 

    「原資原味-105學年度原住民族新生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本

年度共有 63位原住民族新生，48位同學報名參與，回收意見調查表

35份，對「您對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本次活動整體的滿意度」

及「本次活動對您幫助的滿意度」均高達 97％，顯示本迎新活動是

相當成功的。 

    原資中心今年度的「原住民族學生資源手冊」內容再次擴編，並

煩請生活輔導組針對業管內容協助編輯與校對。手冊內容包含許多重

要學習資源與資訊，不僅頗受本校學生好評，亦備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原資中心、輔仁大學原資中心的青睞。 

    9月 20日活動反應熱烈，座無虛席，不論是學長姐的經驗分享

或原住民族特色表演，頗能引起現場共鳴，亦感謝原聲帶社幹部群、

以及學長姐現場協助。新鮮人自我介紹時，有效促進彼此凝聚情感，

未來必定能有效建立人際支持與關懷系統，進而學習屬於自己的文化。

更相信原住民族新鮮人，未來皆能適應臺大環境，熟悉校內各項學習

資源並安心向學，進而成功學習。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希望成為

臺大原住民族同學的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