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辦訓單位 計畫名稱 訓練類別 用途主軸 辦訓單位承辦人 電話 地方政府承辦人 電話

長青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住民森林療癒師證照班 在職訓練計畫 觀光旅遊服務業 陳嬿伃 0905-131041

中華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原鄉原民餐旅服務美學訓練計

畫
在職訓練計畫 觀光旅遊服務業 何學庸 0955-529095

新北市原住民族行政局 創意翻糖實作班 在職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林君實 02-29603456#3987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

技大學
精品咖啡職能訓練計畫 在職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車成緯 02-22733567分機209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

學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照班 考照訓練計畫 電腦資訊類 蔣雪英 02-89415100#1138

財團法人中華美容技藝促進協

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美容職能證照班 考照訓練計畫

美容（含美甲彩繪）、

美髮
鍾佩靜 02-25570599

南亞科技學院財團法人南亞技

術學院
丙級烘焙食品技能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馬木蘭 03-4361070 分機9628、2123

台灣原住民迴廊協會 產業扎根創新講堂 訓用合一 商業行銷類 文鈞卉 0937-681811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聯結車駕駛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職業駕駛類 王湘瑩 04-22289111 #50104 王湘瑩 04-22289111分機50104

臺南市
宏大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原住民族數位行銷人才培訓班 訓用合一 電腦資訊類 陳雅慧 06-3134182 林沂蓁 06-2991111分機1554

社團法人高雄市長青服務協會 中餐丙級證照輔導班 考照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曾麗珠 07-3137171

國立高雄大學 快速剪髮師輔導就業班 訓用合一
美容（含美甲彩繪）、

美髮
黃嬿安 07-5919109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美容整體造

型職訓聯合會
美甲與飾品設計班 在職訓練計畫

美容（含美甲彩繪）、

美髮
方瓊珮 07-3112809

社團法人高雄市國際禮儀協會
中式麵食丙級證照班暨微型創

業
考照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吳銘軒 0910-775500

輔英科技大學
全方位熱蠟美肌淨毛詩創業培

訓班
訓用合一

美容（含美甲彩繪）、

美髮
陳嬿蓉 07-7811151#241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土木工程四等考試之考前衝

刺班

考照訓練計畫 國家考試類 許慧芬 07-3814526#12845

新竹縣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新竹縣尖石鄉小型車逕升大客

車計畫
考照訓練計畫 職業駕駛類 田祖妘 03-5841001分機315 黃慶海 03-5518101分機5621

苗栗縣私立東昇汽車駕駛人訓

練班

112年苗栗縣原住民大客、貨車

駕駛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職業駕駛類 孔秀玲 037-250505

有限責任苗栗縣原住民長照服

務勞動合作社

112年苗栗縣原住民照顧服務員

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社會福利業務 高蕾迪 0982-285343

泰安鄉公所 112年部落手創斜槓職人培訓班 在職訓練計畫 文化產業技藝類 羅國天 037-941025分機40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福利推

展協會
照顧服務員原住民專班 考照訓練計畫 社會福利業務 陳育鈴 049-2242737

南投縣睦榮文化關懷協會 原住民編織實作培訓班 在職訓練計畫 文化產業技藝類 高璇 0983-322797

南投縣私立大榮汽車駕駛人訓

練班

112年度大型車輛(大貨車、大

客車、聯結車)駕駛技術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職業駕駛類 許佳惠 049-2229626

社團法人雲林縣勞工職業技能

促進會

園藝證照暨設施農業經營實務

班
考照訓練計畫 農業類 張明華 05-5335799

社團法人雲林縣新移民姊妹協

會

裝潢木工證照及營建模板實務

班
考照訓練計畫 工業類 李欣嬡 05-6312138

嘉義縣
社團法人嘉義縣原住民多元永

續發展協會
原藝皮革雕刻設計製作班 訓用合一 文化產業技藝類 許格嘉 05-2786268 謝奇昇 05-3620123分機8514

屏東縣政府 水電裝修實務證照班 考照訓練計畫 工業類 胡絲綺 08-7320415分機3814

屏東縣私立有能汽車駕駛訓練

班
大客車駕駛員 考照訓練計畫 職業駕駛類 陳尚謙 08-7666186

中華國際職能交流協會 快速剪髮技能培訓班 訓用合一
美容（含美甲彩繪）、

美髮
蔡妤柔 08-7557791

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三地門鄉農特產伴手禮製作與

烘焙食品-麵包項丙級證照班訓

練計畫

考照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陳雅玲 08-7991104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新娘秘書養成班 訓用合一
美容（含美甲彩繪）、

美髮
呂瑞芳 08-7832435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

學

金銀珠寶飾品加工丙級技術士

證照班
考照訓練計畫 文化產業技藝類 曾煜詅 0953-450540

彭春林生活創意工房
原衣銀飾應用班-文化產業技術

類
訓用合一 文化產業技藝類 巴淑嫻 0916-720356

屏東縣私立勒蔓居家長照機構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在職訓練計畫 社會福利業務 周美玲

臺東縣原住民族專業職能培訓

推廣協會

原住民族斜槓計畫-中式麵食(水

調和)乙級證照班計畫
考照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陳元和 0922-668094

比魯工作室
原住民族女裝丙級證照暨原住

民服務配件應用實作班計畫
考照訓練計畫 文化產業技藝類 陳淑美 0933-397946

社團法人臺東縣原住民藝能美

學教育推廣協會
觀光導覽解說員班 訓用合一 觀光旅遊服務業 李心萍 089-355767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托育人員職業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社會福利業務 呂岱蓉 王麗淳 089-226389分機2641 089-226389分機2640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大客車駕駛人考照班 考照訓練計畫 職業駕駛類 魯難.谷木 038-227171分機284

花蓮縣原住民職業技能發展協

會
園藝證照及實務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農業類 杜曉炬 0939-121953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中餐烹調丙級證照考取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陳臻 03-8880995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原」味餅乾烘焙訓練 考照訓練計畫 餐飲服務類 林昕銳 03-8322141分機137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

院
原住民文化創意劇場推廣班 訓用合一 文化產業技藝類 游麗方 0937-769549

花蓮縣原住民新部落發展協會 後山蕨起觀光旅遊服務業訓練 訓用合一 觀光旅遊服務業 林秀瑛 03-8262660 0912-519800

花蓮縣原住民舒漾婦女關懷成

長協會

女織男耕-太魯閣族織布創意商

品課程
在職訓練計畫 文化產業技藝類 林俊雄 03-8262770 0958-772261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大客(貨)車駕駛考照訓練班 考照訓練計畫 職業駕駛類 葉紹勳 03-9801004分機114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考照

訓練
考照訓練計畫 社會福利業務 羅秋美 03-9981915分機262

中華民

國山岳

協會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教育部體育署山域嚮導資格檢

定：登山嚮導訓練
考照訓練計畫 觀光旅遊服務業 溫樂源 02-25942108 - -

黃凱恩 02-27208889分機2013

038-227171分機284

112年度原住民族職業訓練運用計畫核定一覽表

037-559218

林君實 02-29603456分機3987

呂壬豪 07-7406511#602

周秋靜 03-3322101分機6686

林采晴

莊曼萍 03-9253995分機217

白育寧 049-2209045

林書語 05-5522101

高美菊 089-330837

魯難.谷木

胡絲綺 08-7320415分機3814

宜蘭縣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高雄市

苗栗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