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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    

110110110110 年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種子年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種子年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種子年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種子講師講師講師講師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招生簡章招生簡章招生簡章招生簡章 

 

一、 課程目的：為鼓勵新住民及其子女參與公共事務，內政部移民署結合公私部門

資源培育多元文化人才種子講師，鼓勵投入社區多元文化交流，厚植公民跨文

化知能與國際理解，促進族群尊重多元、欣賞差異和諧關係，達到共享共榮的

社會多元文化發展。 

二、 主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三、 承辦單位：靜宜大學 

四、 培訓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訓練

時數 
備註 

初階課程 

1. 移民輔導業務簡介／1小時 

2. 多元文化理論與實踐（一）／3小時 

3. 新住民在閩南族群文化的認識與生活禁忌／2小時 

4. 新住民在客家族群文化的認識與學習／2小時 

5. 新住民對原住民文化的認識與活動參與／2小時 

6. 新住民與眷村文化有約及巡禮／2小時 

7. 新住民不同母國文化的認識與交流（一）／8小時 

8. 新住民不同母國文化的認識與交流（二）／8小時 

28 

小時 

培訓時數達整體

時數24小時並通

過測驗者，核發

初階培訓課程結

業證書 

進階課程 

1. 移民輔導業務簡介／1小時 

2. 多元文化理論與實踐（二）／3小時 

3. 課程互動方法與口語表達方式／2小時 

4. 多元文化分享活動的課程設計與實例分析／2小時 

5. 多元文化教材的簡報與媒體製作展示／8小時 

6. 多元文化分享的試講與回饋指導（含教材內容、活

動方式及歷程、個人臺風與表現）（一）／4小時 

7. 多元文化分享的試講與回饋指導（含教材內容、活

動方式及歷程、個人臺風與表現）（二）／4小時 

8. 多元文化分享的試講與回饋指導（含教材內容、活

動方式及歷程、個人臺風與表現）（三）／4小時 

28 

小時 

培訓時數達整體

時數24小時並通

過測驗者，核發

進階培訓課程結

業證書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內容內容內容內容主辦主辦主辦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權利單位保留調整權利單位保留調整權利單位保留調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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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訓對象： 

(一) 新住民：與國人結婚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

居民及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且在臺合法居留、定居或設有

戶籍。年滿20歳以上，具高中(職）以上學歷者為優先。 

(二) 新住民子女：上述新住民之子女，年滿20歳以上，具高中(職）以上學校

畢業或同等學歷者。 

六、 參訓資格： 

(一) 初階班：符合培訓對象之新住民及其子女。 

(二) 進階班：符合培訓對象之新住民及其子女，且曾通過新住民多元文化人

才培訓計畫之初階班、或曾通過政府機關或合法民間團體之通譯人才培

訓者、或已通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

者。 

七、 名額：40人（15人即開班，如超過40人則依抽籤方式錄取）。 

八、 學費：參訓者完全免費。 

九、 開課日期與上課地點： 

(一) 初階培訓課程時間與地點 

區域 日期 地點 
招生 

人數 

北區 
8888 月月月月 21212121----22222222 日日日日    
8888 月月月月 28282828----29292929 日日日日    

中原大學、新北市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中區 
9999 月月月月 4444----5555 日日日日    
9999 月月月月 25252525----26262626 日日日日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靜宜大學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南區 
10101010 月月月月 00002222----00003333 日日日日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17171717 日日日日    

成功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東區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24242424 日日日日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31313131 日日日日    

東華大學、臺東大學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1.培訓時間(含測驗時間)以 4天為限，原則上為週六、週日。 

2.培訓場地以實際狀況與公告為準。 

3.3.3.3.因應因應因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三級疫情三級疫情三級疫情三級(含含含含)以上警戒以上警戒以上警戒以上警戒，，，，本本本本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線線線線上上上上考試考試考試考試方式進行方式進行方式進行方式進行。。。。    

(二) 進階培訓課程時間與地點 

區域 日期 地點 
招生

人數 

北區 
11111111 月月月月 6666----7777 日日日日    
11111111 月月月月 13131313----14141414 日日日日    

中原大學、新北市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中區 
11111111 月月月月 20202020----21212121 日日日日    
1111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28282828 日日日日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靜宜大學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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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日期 地點 
招生

人數 

南區 
12121212 月月月月 4444----5555 日日日日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1111----12121212 日日日日    

成功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東區 
12121212 月月月月 18181818----19191919 日日日日    

111111111111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8888----9999 日日日日    
東華大學、臺東大學 

(實際上課地點視報名狀況調整) 
40 

1.培訓時間(含測驗時間)以 4天為限，原則上為週六、週日。 

2.培訓場地以實際狀況與公告為準。 

3.3.3.3.因應因應因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三級疫情三級疫情三級疫情三級(含含含含)以上警戒以上警戒以上警戒以上警戒，，，，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

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以線上直播、、、、線上考試方式進行線上考試方式進行線上考試方式進行線上考試方式進行。。。。 

十、 核發及格證書： 

(一) 初階班：培訓期間不可任意請假、遲到及早退，且培訓時數需達整體時

數24小時者，方得參加成果測驗。另筆試及口試測驗各科成績滿70分(含

以上)為及格，通過測驗者，核發結業證書。 

(二) 進階班：培訓期間不可任意請假、遲到及早退，且培訓時數需達整體時

數24小時者，方得參加成果測驗。另筆試及口試測驗各科成績滿70分(含

以上)為及格，通過測驗者，核發結業證書。 

(三) 培訓期滿且經考評及格者，經內政部移民署審核通過後，由承辦單位(靜

宜大學)辦理證書轉發。 

(四) 培訓期間請他人代替上課或代簽到退經查證屬實者，取消結業資格。 

十一、 報名方式： 

欲參加本培訓課程，符合參訓資格者，請依下列方式報名： 

(一) 採掛號方式郵寄紙本報名表，相關檢核資料於報名截止日前寄出，並以

郵戳為憑。 

分區 報名日期 報名截止 通知入取日期 

初階課程 
北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8/78/78/78/7))))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8/148/148/148/14))))    
中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8/218/218/218/21))))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8/28(8/28(8/28(8/28))))    
南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9/189/189/189/18))))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9/259/259/259/25))))    
東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10/910/910/910/9))))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10/1610/1610/1610/16))))    

進階課程 

北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10/2310/2310/2310/23))))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10/3010/3010/3010/30))))    

中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11/611/611/611/6))))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11/1311/1311/1311/13))))    

南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11/2011/2011/2011/20))))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11/27(11/27(11/27(11/27))))    

東區 即日起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4444 天天天天((((12/412/412/412/4))))    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7777 天天天天((((12/1112/1112/1112/11))))    
1.依實際報名狀況進行調整。 

2.請注意通知入取日期。 

(二) 請填寫附件初階(附件一)或進階(附件二)報名表資料，連同資格證明相

關資料(附表)掛號至「43301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200號 職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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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收」，並於信封上註明「報名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 

(三) 報名表(須本人親筆簽名)。 

(四)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居留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五)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六)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於報名表內)。 

(七) 足資證明為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之3個月內記事不省之全戶戶籍謄本或

其他文件。 

(八) 曾通過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之初階班、曾通過政府機關或合法

民間團體之通譯人才培訓者、已通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住民語

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者（進階課程須提供）。 

(九) 以掛號方式繳交紙本資料（證件繳交不完全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十二、 通知審核結果作業： 

(一) 報名截止日為各區開課前14日，分區開課前7日完成審核作業並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送課程訊息至報名者信箱（將視報名狀況提前或延後通知）。 

(二) 通過者應於各區開課入取通知後3日內回覆通知，以供核對確認完成

報名，逾期未完成將釋出名額。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開課或實際上課時間可能會依報名狀況、講師時間、配合場地要求等情

形異動，若開課時間、地點有所異動，會以電子郵件通知學員，請學員

留意相關資訊。 

(二) 本計畫初本計畫初本計畫初本計畫初、、、、進階課程為實體課程進階課程為實體課程進階課程為實體課程進階課程為實體課程，，，，倘因應倘因應倘因應倘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COVID(COVID(COVID----19)19)19)19)疫情三級疫情三級疫情三級疫情三級((((含含含含))))以上警戒以上警戒以上警戒以上警戒，，，，本計畫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本計畫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本計畫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本計畫課程與成果測驗可能調整

以線上直播以線上直播以線上直播以線上直播、、、、線上考試方式進行線上考試方式進行線上考試方式進行線上考試方式進行，，，，請學員自行處理進行線上直播請學員自行處理進行線上直播請學員自行處理進行線上直播請學員自行處理進行線上直播、、、、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之硬體設備之硬體設備之硬體設備之硬體設備、、、、AAAAPPPPPPPP軟體及網路流量軟體及網路流量軟體及網路流量軟體及網路流量；；；；因採線上直播因採線上直播因採線上直播因採線上直播、、、、考試所產生之相關考試所產生之相關考試所產生之相關考試所產生之相關

費用需自行吸收費用需自行吸收費用需自行吸收費用需自行吸收，，，，請學員自行評估請學員自行評估請學員自行評估請學員自行評估。。。。 

(三) 報名本培訓課程應繳驗相關證明文件，經審查不符資格者不得參訓。學

員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造、不實者，除取消其資格外，並移送

司法單位，以偽造文書罪論處。 

(四) 學員應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避免發生緊急事件無法聯繫、

課程資訊或重要文件無法送達等情事，而影響個人相關權益。 

(五) 學員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管理，以維護學員個資及隱私權。學員

報名培訓課程所提供之資料，僅供資格審查、培訓課程使用、學員檔案

建置、辦訓成效分析用途，及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規定之利用，

不做其他用途。 

(六) 若學員其聯絡地址、電子郵件、電話變動，請主動通知以利修改，以免

臨時狀況無法聯繫。 

(七) 課程期間，若遇颱風豪雨，請依各授課地區縣市政府人事處公告之停班

停課訊息為主，後續補課時間將由承辦單位與授課教師、學員協調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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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縣市學員遇颱風請依自身安全為重）。 

(八) 參訓學員參訓學員參訓學員參訓學員於於於於培訓培訓培訓培訓期間期間期間期間應遵應遵應遵應遵守守守守本本本本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課程安排與參與測驗規範課程安排與參與測驗規範課程安排與參與測驗規範課程安排與參與測驗規範((((初初初初、、、、進階進階進階進階

課程出席課程出席課程出席課程出席時數需時數需時數需時數需各各各各達整體時數達整體時數達整體時數達整體時數24242424小時者小時者小時者小時者，，，，方得參加成果測驗方得參加成果測驗方得參加成果測驗方得參加成果測驗))))，，，，並且依並且依並且依並且依

課課課課程程程程表表表表出勤出勤出勤出勤到課到課到課到課；；；；參訓學員參訓學員參訓學員參訓學員須須須須於授課當天於授課當天於授課當天於授課當天課程課程課程課程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前前前前11110000分鐘報到點名分鐘報到點名分鐘報到點名分鐘報到點名，，，，

並按並按並按並按規定時段規定時段規定時段規定時段((((每天課程每天課程每天課程每天課程))))完成點名完成點名完成點名完成點名，，，，始始始始核列到課時數核列到課時數核列到課時數核列到課時數；；；；若因故若因故若因故若因故需需需需請假請假請假請假、、、、

早退早退早退早退時時時時，，，，請於請於請於請於該堂課程該堂課程該堂課程該堂課程前前前前1111日日日日以文字以文字以文字以文字告告告告知訓練輔導人員知訓練輔導人員知訓練輔導人員知訓練輔導人員，，，，請假時數以小請假時數以小請假時數以小請假時數以小

時時時時計算計算計算計算；；；；若請他人代替上課或代簽到退經查證屬實者若請他人代替上課或代簽到退經查證屬實者若請他人代替上課或代簽到退經查證屬實者若請他人代替上課或代簽到退經查證屬實者，，，，取消結業資格取消結業資格取消結業資格取消結業資格。。。。    

(九) 為便利參訓學員聯繫班務，請參訓學員於培訓課程開始上課前，加入本

計畫課程各班聯絡LINE群，如有課程相關疑問、需求，請逕至LINE群聯

繫、回報訓練輔導人員。 

(十) 本計畫課程實體授課實體授課實體授課實體授課時，提供培訓學員子女(幼兒)托育服務，以一名照

顧人員收托5名幼兒為原則，並以不打擾課程進行與影響其他人權益為

原則，子女(幼兒)、家人、親屬或友人等可入內旁聽或陪伴。 

(十一) 如有未盡事宜，依內政部移民署與承辦單位決議辦理，另倘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本計畫

課程必須取消或延期舉行時，屆時將於本署全球資訊網站及新住民培

力發展資訊網公告並另行通知報名學員。 

十四、 本計畫經費係由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辦理。 

十五、 課程窗口：靜宜大學陳小姐 

洽詢電話：04-26328001 分機11911      傳真電話：04-26325142 

電子信箱: 2021newt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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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110110110110年年年年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    

【【【【初階課程初階課程初階課程初階課程】】】】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班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統一證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公:( )   

宅:( )   

E-mail (日後寄送通知，請務必填寫完整) 手機  

身分別 
□新住民 

□新住民子女 

子女(幼兒)

托育服務 

□需要／＿＿名子女 

□不需要 
國籍別 

 

(新住民家長原生國籍別)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日後證書寄送地址，請務必填寫完整)

就讀學校系

所或現職服

務機關單位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畢業

檢附證明 

（黏貼於報

名表之附表

上）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居留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之附表上） 
□足資證明為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之3個月內記事不省之全戶戶籍謄本或其他文件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相關同等學歷證明) 

個人資料提

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上揭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出生年月日、電話
號碼、通訊地址等）提供給主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與承辦單位「靜宜大學」繕製班
級名單、結業證書、培訓名冊等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
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親筆簽名：                       

申請人 

簽章 

□我已詳閱並同意簡章說明。 

□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則

自願放棄受訓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特此簽名以示負責。 

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 
1. 應繳證明文件需於報名時一次繳齊，報名時未提供完整資料及證明文件者，視同未完

成報名。 
2. 報名前請務必先了解上課方式，並詳閱簡章課程資訊及須知，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備齊報名表及應繳證明文件後，得採紙本掛號報名。 

43301433014330143301臺臺臺臺中市沙鹿區中市沙鹿區中市沙鹿區中市沙鹿區臺臺臺臺灣大道七段灣大道七段灣大道七段灣大道七段200200200200號號號號    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職產處職產處職產處職產處    諮詢專線：04-26328001分機11911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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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110110110110年年年年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計畫    

【【【【進進進進階課程階課程階課程階課程】】】】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班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統一證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公:( )    
宅:( )    

E-mail (日後寄送通知，請務必填寫完整) 手機  

身分別 
□新住民 

□新住民子女 

子女(幼兒)

托育服務 

□需要／＿＿名子女 

□不需要 
國籍別 

 

(新住民家長原生國籍別)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日後證書寄送地址，請務必填寫完整)

就讀學校系

所或現職服

務機關單位 

 

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畢業

檢附證明 

（黏貼於報

名表之附表

上）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居留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足資證明為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之3個月內記事不省之全戶戶籍謄本或其他文件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或相關同等學歷證明) 
□曾通過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之初階班 
□曾通過政府機關或合法民間團體之通譯人才培訓者 
□已通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者 

個人資料提

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上揭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出生年月日、電話號
碼、通訊地址等）提供給主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與承辦單位「靜宜大學」繕製班級
名單、結業證書、培訓名冊、建置多元文化人才資料庫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及公務
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親筆簽名：                         

申請人 

簽章 

□我已詳閱並同意簡章說明。 

□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則自

願放棄受訓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特此簽名以示負責。 

親筆簽名：   

多元文化人

才資料庫 

提供 

同意書 

內政部移民署針對參與參與參與參與進階進階進階進階培訓課程並通過測驗之學員培訓課程並通過測驗之學員培訓課程並通過測驗之學員培訓課程並通過測驗之學員，將建置多元文化人才資料庫並

公告名冊，供外界延攬運用。 

□同意公開；□不同意公開。 

親筆簽名： ＿＿＿＿＿＿＿＿＿＿＿＿＿ 

注意事項 
1. 應繳證明文件需於報名時一次繳齊，報名時未提供完整資料及證明文件者，視同未完成

報名。 
2. 報名前請務必先了解上課方式，並詳閱簡章課程資訊及須知，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備齊報名表及應繳證明文件後，得採紙本掛號報名。 

43343343343301010101臺臺臺臺中市沙鹿區中市沙鹿區中市沙鹿區中市沙鹿區臺臺臺臺灣大道七段灣大道七段灣大道七段灣大道七段200200200200號號號號    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靜宜大學職產處職產處職產處職產處，諮詢專線：04-26328001 分機11911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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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身分證或居留、定居證等相關證明文件 

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 黏貼處 身分證明文件 反本 黏貼處 

報名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1.足資證明為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之3個月內記事不省之全戶戶籍謄本或其他文件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報名資格證明文件 黏貼處(浮貼) 

報名進階課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曾通過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訓之初階班、曾通過政府機關或合法民間團體之通譯人才培訓

者、已通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者。 

報名資格證明文件 黏貼處(浮貼) 

注意 

事項 

1. 應繳證明文件需於報名時一次繳齊，報名時未提供完整資料及證明文件者，視
同未完成報名。 

2. 報名前請務必先了解上課方式，並詳閱簡章課程資訊及須知，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