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 

會議議程 

第一天/11 月 19 日（星期一）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報到(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1樓國際會議廳) 

09:00~09:10 開幕典禮 

09:10~09:20 迎賓舞 

09:20~09:25 團 體 合 照 

09:25~10:15 

專題演講－題目：「國立原住民族大學之設立與展望」(暫定) 

主持人：【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夷將‧拔路兒】(暫定) 

演講人：浦忠成院長【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10:15~10:25 茶敘暨海報展示及交流 

10:25~10:55 

優選論文發表【學生組(一)】 

主持人 10 分鐘，每位發表者 20 分鐘，評論及討論 30分鐘 

發表題目 發表人 

從語言學視角探討傳統領域地名命名的方式 

—以卑南族初鹿部落為例 
林進星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10:55~11:15 
以布農族文化融入社會領域課程提升國民小學五

年級學童族群認同之行動研究 
胡浩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11:15~11:35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探討傳統領域地名命名研究

初探—以北葉部落 Masilid為例 
洪順義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11:35~11:55 『原』桌武士－阿美族語學習之桌上遊戲設計 
蔡雲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碩士班】 

11:55~12:15 
阿里山鄉鄒族 5歲與 6歲學齡前幼兒數學概念與

策略的發展 
江庭薇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學士班】 

12:15~12:50 評論時間（每位評論者 5分鐘）、綜合討論 10 分鐘 

12:50~13:30 午餐及休息(入選發表者移動至 3樓入選發表會場) 

13:30~14:00 

優選論文發表【學生組(二)】 

主持人 10 分鐘，每位發表者 20 分鐘，評論及討論 30分鐘 

發表題目 發表人 

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自然書寫 
王秋今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14:00~14:20 魯凱族佳暮部落民族植物之研究 
黃明俊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學士班】 

14:20~14:40 

nua malada a picule ta palisi a menekanekanga 
katua pacikel a mumalj 
（巫師靈力的消逝與重現）：從個人經驗與屏東

縣文化信仰復興協會說起 

高明文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14:40~15:00 排灣族長女單身想婚經驗 
高婉芸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15:00~15:30 評論時間（每位評論者 5分鐘）、綜合討論 10 分鐘 

15:30~15:45 茶敘暨海報展示及交流 



 

第一天/11 月 19 日（星期一）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5:45~16:15 

優選論文發表【學生組（三）/社會組(一)】 

主持人時間 10分鐘，每位發表者 20 分鐘，評論及討論 30分鐘 

發表題目 發表人 

原聲自述：原住民族電視台每日新聞之內容分析

（2011-2017） 
張鴻邦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 

16:15~16:35 南島民族論述：台灣原住民族與國際外交關係 
Daniel Davies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16:35~16:55 
我在家輕輕為您唱：從「地磨兒青年移動學校」

看三地村音樂的當代實踐與應用 
陳琦婷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兼任助理】 

16:55~17:15 噶瑪蘭族樂器 
鄭人豪 

【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教師】 

17:15~17:45 評論時間（每位評論者 5分鐘）、綜合討論 10 分鐘 

18:10~19:30 晚  餐 

19:30 住宿、休息 

  



第一天/11 月 19 日(星期一)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 3 樓階梯教室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3:30~13:50 

入選論文發表【學生組】 
主持人 5分鐘，每位發表者 15 分鐘，評論及討論 15 分鐘 

發表題目 發表人 

學校領導、組織的變革與創新－試論以「Big man」
式領導者之特質來創新經營原住民學校 

郭基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13:50~14:05 
跨越族群的凝視 ─黃岡《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文學中的關懷 

嚴毅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14:05~14:20 
社會階級對運動的影響：以桃園地區原住民高中棒

球選手為例 

官銓輿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班】 

14:20~14:35 日據時期同化於文明的能高團棒球 
迪魯‧法納奧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班】 

14:35~14:50 評 論 及 綜 合 討 論 

14:50~15:00 休  息 

15:00~15:20 

入選論文發表【社會組】 
主持人 5分鐘，每位發表者 15 分鐘，評論及討論 15 分鐘 

發表題目 發表人 

交換：淺談傳統時期南山與環山兩部落間的物質流

動 

高日昌 
【宜蘭縣立大同民族教育實驗中學文化老師】 

15:20~15:35 
逐鹿福爾摩沙—荷蘭人稱霸西南部原住民社會始

末(1622-1636) 

李瑞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5:35~15:50 
生活樂舞的返本與開新—當代膽曼部落阿美族 

Miinkay 樂舞之探討 

陳祈宏 

【教育部國教署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之宜花中心專

任助理】 

15:50~16:05 宜蘭樂水部落觀光衝擊與發展之探討 
曾惠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助理】 

16:05~16:20 看見．守護價值的種籽：一個應用人類學的案例 
蔡世群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 

16:20~16:35 
談沉浸式族語教學現況—以班上來了卡那卡那富

族語為例 

白玉蓮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教保員兼任代理園長】 

16:35~16:50 評 論 及 綜 合 討 論 

16:50~17:00 主持人總結 

17:00 入選論文口頭發表結束 
  



第二天/11 月 20日(星期二)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 1 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  動  內  容 

08:00~08:30 報到(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1 樓國際會議廳) 

08:30~09:00 

優選論文發表【社會組(二)】 
主持人時間 10分鐘，每位發表者 20 分鐘，評論及討論 30分鐘 

發表題目 發表人 

故事結構教學對國民小學一年級原住民學生閱讀

理解能力影響之行動研究 

司婷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國民小學教師】 

09:00~09:20 
台灣原住民大專院校生學門人數分布之研究︰以 

96 至 105 學年度為例 

樂鍇‧祿璞崚岸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 

09:20~09:40 賽德克德固達雅語「詞根」探尋芻議 
郭明正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退休教師】 

09:40~10:00 
概念構圖應用於國小四年級原住民學童讀寫教學

之研究 

伍怡甄 
【花蓮縣銅門國民小學教師】 

10:00~10:30 評論時間（每位評論者 5 分鐘）、綜合討論 10 分鐘 
10:30~10:40 茶敘及交流 

10:40~11:10 

優選論文發表【社會組(三)】 
主持人時間 10分鐘，每位發表者 20 分鐘，評論及討論 30分鐘 

發表題目 發表人 

臺灣原住民的里山與里海生態觀 
陳永松 

【宜蘭大學生技與動科系助理教授】 

11:10~11:30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部落椴木香菇生產調查與產業

發展探討 
張美惠 
【社團法人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督導】 

11:30~11:50 
阿里山鄉來吉部落的觀光服務設計─分析遊客體

驗前與體驗後的階段 

蘇秀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前瞻學士學位學程專案助理教

授】 

11:50~12:10 擴增實境融入教學對特色學校學習效益之研究 
魏幸慈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商借教師】 

12:10~12:40 評論時間（每位評論者 5 分鐘）、綜合討論 15 分鐘 

12:40~13:30 午餐(決審結果統計) 

13:30~14:00 閉幕典禮(論文決審結果發表暨頒獎) 

14:00 賦  歸 

※議程如有異動以論文發表會官網(http://www.masalu.org.tw/news.asp)公告為主 

http://www.masalu.org.tw/news.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