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原住民專班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程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4時 00分 

地     點：本校敬業樓 1樓 103教室 

主    席：伍鴻沂院長                                      記錄：曾華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大環境的改變，國立學校也面臨招生的壓力，希望各位師長協助專班招生工作。 

貳、 宣讀上次會議（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招生委員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如下：准予備查。 

編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１ 密不錄由    

2 安排本學程至相關高
中辦理招生行銷之時
程 

一、 安排本學程專班學生至畢業之高中 

(職)發送宣傳單。 

二、 本學程專班學生每人至少宣傳 10人。 

三、 每學年安排 3~5所高中職進行招生 

行銷活動。 

四、 製作招生行銷之資料夾、書籤及 

網頁。 

五、 建立招生來源資料庫。 

原住民專
班 

依決議執行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伍鴻沂院長  

案由：有關本學程專班 105學年度招生及報名之狀況與檢討，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目前本學程專班已執行招生策略如下： 

(一)印製招生宣傳海報、宣傳單及 L夾(11月完成)。 

(二)成立原住民專班粉絲專頁。 

(三)辦理招生座談會(校內 1所及校外 10所學校)。 

(四)主動電話聯繫各校(共計 106所學校)。 

(五)寄送招生海報與宣傳單(共計 106所學校)。。 

(六)函文各縣市政府及高雄與屏東各鄉鎮區公所協助公告招生訊息。 

二、 本校綜合業務組統計至 105年 1月 12日止本學程專班 105學年度之報考人數未達預

期。 

三、 敬請各位師長共同研討招生策略，以增加報考人數。 



四、 檢附到校宣傳辦理招生座談會情形(如附件一)。. 

討論事項： 

 校外委員台邦．撒沙勒建議： 

一、 私立學校經驗，招生為首要工作，國立學校應比私立學校有優勢，應加強招生的策略。 

二、 先接洽到班宣傳，事後追蹤學生報名狀況及保持與學校、導師、學生或其家人聯繫。 

三、 增強家長對學校的肯定。 

四、 建議到班宣傳並鼓勵直接現場報名。 

五、 粉絲專頁要定期更新。 

六、 維持與已報名學生聯繫。 

七、 維持與已錄取學生聯絡提昇註冊率。 

八、 建議沒有參加面試學生可列入備取。 

九、 調整優惠入學策略，如免報名費。 

十、 調整課程，提昇課程特色。 

十一、 瞭解南區原住民族生源可觀。 

十二、 加強與原住民籍畢業校友保持良好關係。 

十三、 提早開始報名並延長報名期程。 

十四、 每年進行招生來源分析，對報名狀況較好的學校分別由老師認養，保持良好交流與關

係。 

十五、 請大一、大二同學協助招生，並請每人提供至少一位學弟妹資訊，由專班進行聯繫。 

 吳勤榮委員建議： 

一、再加強鄰近學校招生宣傳。 

二、爭取學校宿舎床位提供遠到報考之學生。 

 李馨慈委員建議： 

已有跟潮州高中校長爭取，如我們報名時間是在學測之後，他一定鼓勵學生報名，但經過

幾次主動聯繫都無法取得聯絡，敬請院長協助。 

決議： 

一、 再加強鄰近學校招生宣傳。 

二、 請一年級學生提供一至二位學弟妹聯絡方式，並由原專班師長及助理進行聯絡。 

三、 已經到班宣傳的學校，由助理彚整並製作分配表後，明日起請老師協助追蹤並回報。 

四、 請助理及工讀生協助持續更新粉絲專頁。 

五、 持續加強與已報名之學生聯繫並回報。 

六、 請教務處提供已登入但未報名之學生資料。 

 



提案二                                                       提案人：伍鴻沂院長  

案由：有關本學程專班 106學年度招生期程與策略，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就 101至 105學年度招生狀況調整 106學年度招生期程。 

二、 檢附 101至 105學年度招生情形(如附件二)及招生期程(如附件三)。 

辦法：通過後，提請校招生委員會討論。 

決議： 

一、 提早開始報名時間，並延長報名時間至學測放榜後截止。 

二、 爭取報名費優惠。 

三、 爭取無面試也可列入備取。 

四、 爭取開放面試考生住宿申請或住宿費優惠。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 5時 30分 

 

 

 

 

 

 

 

 

 

 

 

 

 

 

 

 

 

 



 



到校宣傳辦理招生座談會情形： 

 

 

 

 

 

 

學校 聯絡方式 招生方式 追蹤認養老師 

六龜高中 謝又芬主任 07-6891023分機 500   

0919143043  

Lgm9006@gmail.com 

1.招生說明會:吳勤榮老師、

曾華慈助理、3 位學生 

吳勤榮老師 

內埔農工 08-7991103 輔導室 08-7992518 1.林春鳳老師的樂舞計畫專

題演講，同學一起到場宣導 

吳勤榮老師 

民生家商 08-7223209 

教務處-註冊組 蔡麗珠組長

(08)722-3029#12 或#26 

0911-344-910 

1.招生說明會:吳勤榮老師、7

位學生 

2.原教中心的計畫有跟陳老

師聯絡輔導學生報名 

吳勤榮老師 

屏北高中 張老師 08-7937193#552 1.招生說明會:伍鴻沂院長、

李馨慈老師、3 位學生 

吳勤榮老師 

屏東高中  1.吳勤榮老師致電 吳勤榮老師 

潮州高中  1.吳勤榮老師親送報名簡章

並進行說明 

吳勤榮老師 

大同高中  1.吳勤榮老師親送報名簡章

並進行說明 

吳勤榮老師 

來義高中  1.李馨慈老師致電高金豪老

師回報,已輔導。建議可將

DM 寄到輔導室 

吳勤榮老師 

屏東女中 08-7362204#21 林素梅老師 1.招生說明會:伍鴻沂院長、

李馨慈老師、1 位學生 

吳勤榮老師 

臺東高商 089-350575#2221 黃老師 1.招生說明會:李馨慈老師 李馨慈老師 

臺東專科 089-226389#2431 陳香伶老師 1.招生說明會:李馨慈老師 李馨慈老師 

關山高中 0921098705 089-811006#291 魏

主任 

1.招生說明會:李馨慈老師、

曾華慈助理、3 位學生 

李馨慈老師 

海星高中 03-8242563 輔導室曹主任 1.招生說明會:曾華慈助理、6

位學生 

李馨慈老師 

臺東女中 089-321268#270 輔導室 鄭瑞華

主任 

1.招生說明會:李馨慈老師、

曾華慈助理、4 位學生 

李馨慈老師 

青年高中  1.招生說明會:學生 李馨慈老師 

附件一 



101學年度至105學年度招生情形： 

學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註冊人數 

101學年度 55 48 40 

102學年度 93 62 36 

103學年度 84 72 35 

104學年度 62 52 34 

105學年度 19(1/12止)   

 

 

附件二 



101學年度招生期程 

日期 
項目 

101.06.08~06.15 通訊報名收件日期 

101.06.18 寄發面試通知 

101.06.26 面試考試 

101.07.06 寄發成績單 

101.07.06~07.12 成績複查 

101.07.19 公告榜單及寄發錄取通知 

101.07.27~08.01 正、備取生報到 

102學年度招生期程 

招生事務 

日期 
工作項目 

102.02.19~03.04 通訊報名 

102.03.08 寄發面試通知 

102.03.17 面試考試 

102.03.29 寄發成績單 

102.03.29~04.08 成績複查 

102.04.18 公告榜單及寄發錄取通知 

102.05.02~05.06 正、備取生報到 

103學年度招生期程 

日期  工作項目  

102.12.30~103.01.20 報名收件日期  

103.02.14~02.22 

上網列印准考證  

※『准考證』不另寄發  

103.02.22 面試考試  

103.02.27 寄發成績單  

103.02.27~03.06 成績複查  

103.03.11 公告榜單及寄發錄取通知  

103.03.18~03.25 正、備取生報到  

 

附件三 



104學年度招生期程 

日期  工作項目  

103.12.29~104.01.16 報名收件日期、繳費日期 

104.03.05~03.14 

上網列印准考證  

※『准考證』不另寄發  

104.03.14 面試考試  

104.03.20 寄發成績單  

104.03.21~03.25 成績複查  

104.03.30 公告榜單及寄發錄取通知  

104.04.09~04.13 正、備取生報到  

 

105學年度招生期程 

日期 工作項目 

104.12.21 至 105.01.28  報名登錄、繳費日期 

105.01.28  繳交報名文件截止日期 

105.02.26 至 105.03.05  上網列印准考證 

※『准考證』不另寄發 

105.03.05  面試考試 

105.03.15  寄發成績單 

105.03.15 至 105.03.21  成績複查 

105.03.25  公告榜單及寄發錄取通知 

105.04.07 至 105.04.11  正、備取生網路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