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林○惠

潘○頻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 黃○傑

陳○璇

潘○儒

邱○婕

高○軒

李○蓁

史○琪

烏來區衛生所 宋○惟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郭○儒

有限責任新北市原住民溫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烏來區忠治部落文化健康站)
簡○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 黃○佑○

社團法人新北市甘露社區家庭關懷協會 鄭○斌

新北市三峽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 蔡○儀

新北市樹林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

(樹林區部落文化健康站)
陳○樺

豐年文化藝術團

（樹林區豐年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連○瑄

百分之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恩

新北市原住民婦女服務協會

（新北市新樹板區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曾○瑜

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 高○

新北市淡水區部落文化健康站 潘○杰

新北市中和區文化健康站 陳○倫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烏來教會

(烏來區烏來部落文化健康站)
周○恩

社團法人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林○儒

陳○恩

余○華

劉○涔

江○心

林○柔

江○心

張○

范○欣

葉○妤

彭○育

宗○光

林○

高○馨

高○暄

簡○恩

江○萱

李○媛

陳○蓉

桃園市復興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宋○臻

桃園市都會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陳○

邱○萱

莊○琴

李○

古○嫻

蔡○璇

謝○于

陳○吟

田○美

林○怡

伍○恩

桃園市原住民產業發展協會 黃○暄

2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黃凱恩

02-27208889#2013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3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曾沁潔

02-2960-3456#3984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0年度原住民族青年暑期工讀職場體驗計畫-錄取名單

1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原住民族婦女關懷協會(基隆文化健康站)

曾美枝

02-24201122#1630

基隆市都會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奎輝社區發展協會(奎輝文健站)

桃園市都會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崇善社會福利協會(比雅山文健站)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道會僑美教會

(大溪文健站)

台灣原住民愛加倍文教關懷協會

(溪口台文健站)

桃園市泰雅爾族文教關懷協會

(慈光文健站)

4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原住民族行政局

復興區衛生所

復興區公所

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高義社區發展協會(高義文健站)

社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教育推廣協會

桃園市優霞雲樂活協會(霞雲文健站)

桃園市復興區基國派部落產業發展協會(基國派文健站)

桃園市原住民社會服務權益促進會

(龜山文健站)

林純華

03-3322101#6686-6687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尖石鄉公所 劉○恆

新竹縣都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朱○萱

五峰鄉公所 林○蓁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羅○雁

五峰鄉公所 朱○蓉

新竹縣政府 趙○賓

尖石鄉公所 瓦○．明○

錦有企業有限公司 王○勛

陳○晴

劉○瑄

新竹縣都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張○瑤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伍○諆

新竹縣政府 邱○瑞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夏○珊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苗栗縣泰雅文物館) 何○涵

泰安鄉衛生所 施○強

陳○燕

高○皓

南庄鄉衛生所 根○寧

獅潭鄉公所 盧○沂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努呼路瑪教會

(大安部落文化健康站)
張○恩

苗栗縣賽夏族瓦祿部落發協會

(賽夏語推組織辦公室)
章○雯

有限責任苗栗縣原住民長照服務勞動合作社

(東河文化健康站)
風○嗯

苗栗縣南庄鄉原住民部落健康營造協會

(風美部落文化健康站)
高○涵

苗栗縣南庄鄉原住民部落健康營造協會

(南庄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章○萱

苗栗縣泰安鄉馬達拉觀光產業協會

(戀綴泰雅工藝坊)
周○

苗栗縣泰安鄉吾望巴霸哇阿文化產業觀光協會

(苗栗縣泰安鄉天狗部落文化健康站)
鍾○琪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頭份市都市文化健康站)
風○薰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社區發展協會

(象鼻社區文化健康站)
陳○淳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山城教會

(苗栗山城文化健康站)
謝○傑

苗栗縣泰安鄉士林瑪拉乎文化產業協會 吳○錡

臺中市都會區原住民家庭服務暨社區人文關懷協會

(豐原文健站)
吳○柔

社團法人台中市原住民那魯灣關懷協會

(梧棲區文健站)
田○恩

社團法人台中市原住民那魯灣關懷協會 潘○裕

中科租賃有限公司 孫○文

張○歡

白○揚

蔡○欣

潘○婷

葉○

彭○翰

錦有企業有限公司 劉○君

臺中市和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會(和平文健站) 田○芬

黃○

高○智

邱○文

彭○淇

李○恩

江○萱

臺中市Raka部落產業永續發展協會(梨山文健站) 彭○恩

夜陽米商行 盧○儒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社區發展協會(南勢文健站) 伊○訇○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張○恩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湯○諾

田○汧

邵○

5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江彩霞

03-5518101#5619

有限責任新竹縣五峰鄉竹林養生村合作社

6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蔡佳凌

037-559227

泰安鄉公所

7 臺中市政府
林雅涵

04-2228-9111#50104

臺中市和平區三叉坑社區發展協會

(三叉坑文健站)

臺中市和平區達觀社區發展協會

(達觀文健站)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雪山教會

(雪山坑文健站)

臺中市和平區環山社區發展協會(環山文健站)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台灣原住民教會雙崎教會

(雙崎文健站)

臺中市卡巴青年公共事務關懷協會(沙鹿區樂群心文健站)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余○蘋

松○婕

松○言

金○磊

林○

桂○桐

曾○姍

伍○凱

幸○愛

蔡○萱

楊○鑫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 全○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 金○璦

吳○婕

袁○惠

胡○文

江○歆

信義鄉羅娜社區發展協會 田○美

張○蓉

方○特

仁愛鄉瑞岩文健站 黃○芳

金○婕

幸○堯

黃○婕

洪○

邱○恩

全○琪

周○優

張○婷

温○

張○妍

全○慈

幸○恩

柯○軒

林○彣

釀○．塔○鹿○

陽○柔

9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民政處 杜○心 林書語05-5522101

10 嘉義市政府 東區區公所 許○涵 李羿瑩05-2254321#339

莊○涵

潘○琦

楊○祖

洋○奇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茶山文健站) 方○雯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社區發展協會(樂野文健站) 陳○音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新美文健站) 揚○苓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原家中心) 汪○叡

嘉義縣番路鄉逐鹿社區發展協會 陳○

臺南市文化健康站 李○佳○

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鐘○雯

白育寧

049-2243637#508

信義鄉公所

仁愛鄉公所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

仁愛鄉農會

有限責任南投縣原住民愛鄰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南投縣城鄉關懷福利協會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社區發展協會(羅羅谷文化健康站)

南投縣山合福音生命關懷協會

巨人設計有限公司

11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

南投縣愛加倍家庭關懷協會

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南投縣原住民全人關懷協會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努櫻教會—春陽文化健康站)

南投縣都市原住民文化教育發展協會

(菈茉安文健站)

仁愛鄉馬烈霸文化健康站(馬烈霸文健站)

南投縣原民樸溯永續發展協會(清流文化健康站)

8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謝奇昇

053620123#8514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山美文化健康站)

12
臺南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林沂蓁

06-2991111#1554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張○洲

基○艾．阿○欹○恩

吳○容

張○倩

蔡○平

羅○安

顏○茹

洪○

嵐○詩 犮○翡 以○犮○大

顏○諾

孫○捷

拉○

翁○蕙

詹○歆

吳○翔

石○宜

林○祐

翁○瑢

吳○彤

李○蓁

周○喬

黃○柏

王○穎

劉○儒

許○茹

吳○誠

孫○珍

拉○虎

鍾○瑜

柯○文○

翁○柔

張○鈞

田○

田○琪

昌○雯

陳○婧

石○馨

余○成

高雄市桃源區拉芙蘭社區發展協會(拉芙蘭文化健康站) 柯○虹

顏○

高○潔

潘○蓉

武○雅

唐○仙

林○慧

高雄市茂林區衛生所

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

高雄市桃源區公所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

高雄市那瑪夏區衛生所

財團法人臺安基金會(建山文化健康站)

13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陳孟寧

07-7406511#606

高雄市茂林區公所

臺灣卡那卡那富族發展協會

高雄市活水全人關懷協會(米乎咪尚文化健康站)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公共事務關懷協會

高雄市拉阿魯哇文教進會

高雄市桃源區嘎啦鳳社區發展協會(嘎啦鳳文化健康站)

高雄市那瑪夏區婦幼成長關懷協會(南沙魯文化健康站)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多元族群生活文教創意協會

(岡山文化健康站)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瑪雅文化健康站)

高雄市桃源區勤和就地重建發展協會

(勤和文化健康站)

有限責任高雄市高山青原住民搬運勞動合作社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共事務發展協會

高雄市茂林社區營造協會

高雄市原住民族社會關懷協會(瑪樂筏文化健康站)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郭○晨○

柯○

巴○．沙○馬○

歐○慧

柯○竹

柯○竹

葉○

陳○恩

林○恩

陳○佑

龔○芳

李○寧

黃○萱

瑪○芙○孚．沙○

蘇○傑

盧○曼

吳○薪

柯○瑜

趙○芊

韋○

布○路○．督○亞○

謝○琦

廖○潔

陳○

潘○涵

潘○翔

屏東縣社團法人屏東縣美食交流協會 胡○晴

茂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潘○昕○

均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袁○寧

社團法人屏東縣聚落文教協會 陳○斌

舜馨家庭關懷協會 段○文

馬卡巴嗨文教協會 高○揚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協會 台○．希○里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循理會 盧○怡

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杜○欣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社區發展協會(好茶文健站) 張○心

霧台鄉魯凱族產業發展協會 杜○綺

谷川社區發展協會(谷川文健站) 金○亞

三地門鄉親子教育協會 藍○薇

原鄉藝文產業聯盟推廣協會 陳○

三地門鄉安坡社區發展協會 凌○瀚

王○祥

柯○綺

三地門鄉達來社區發展協會 塗○瑋

三地門馬兒社區發展協會 陳○諠

大社拉瓦爾生態文化促進會

(三地門鄉大社部落文化健康站)
岳○安

青山村藝術發展協會 桐○臻

屏東縣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協會 游○佑

三地門鄉青山社區發展協會(青山文化健康站) 藍○恩

三地門鄉達瓦達旺部落人文關懷協會

(達瓦達旺文化健康站)
陳○文

屏東縣美園社區發展協會 巴○宇

屏東縣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特色農業推動協會 張○慈

瑪家社區發展協會(瑪家文化健康站) 王○崙

北葉社區發展協會(北業文化健康站) 蔡○展

排灣社區發展協會(排灣文化健康站) 伍○駿

深活共構有限公司 蔡○恩

原住民關懷協會 陳○凌

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羅○軒

萬安社區發展協會(萬安文化健康站) 高○瑜

佳興社區發展協會(佳興文化健康站) 何○玲

泰武咖啡生產合作社 謝○玄

佳平社區發展協會(卡比亞安文化健康站) 周○淇

馬洽屋合作社 許○翎

泰武社區發展協會(吾拉魯茲文化健康站) 陳○瑋

郭○婷

潘○雅

泰武鄉平和社區發展協會(平和文化健康站) 黃○哲

導達高旅觀光學會 徐○

泰武旮夫龍安文教協會 蔡○竹

來義鄉萊睞文化發展協會 曹○庭

文樂社區發展協會 余○萱

那秋設計工作室 王○韻

嘉魯禮發‧魯飛禮飛家團傳承文化發展協會 潘○媛

大後社區發展協會(大後文化健康站) 高○恩

望嘉社區發展協會 蔡○琳

新來義部落發展協會 高○茜

鍾○諼

莫○軒

泰武鄉公所

泰武鄉衛生所

來義鄉公所

春日鄉公所

獅子鄉公所

牡丹鄉公所

14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霧台鄉公所

霧台鄉衛生所

三地門鄉公所

瑪家鄉公所

牡丹鄉衛生所

滿州鄉公所

三地門鄉三地社區發展協會(山地文健站)

武潭社區發展協會

新來義社區發展協會

林依婷

08-7320415#3891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原裳工坊 武○惠

鳩浙恩澇文教協會 城○濬

靈佳樂祖靈屋傳統文化協會 嫚○‧黎○勞

春日社區發展協會 羅○娟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社區發展協會(力里文化健康站) 石○禾

有限責任屏東縣春日鄉誠信原住民營造勞動合作社 高○琪

屏東縣春日鄉士文社區發展協會 柳○涔

春日鄉七佳社區發展協會(七佳文化健康站) 陳○偉

春日鄉古華社區發展協會 彭○忻

屏東縣海山社區經營發展協會 楊○廷

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謝○婷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社區發展協會(楓林文化健康站) 尤○鑫

雙流社區發展協會 郭○梅

獅子鄉草山部落文化產業促進會(南世文化健康站) 黃○琳

獅子鄉內文社區發展協會(內文文化健康站) 洪○萱

有限責任屏東縣政府原住民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薛○

獅子好鄰人全人關懷協會(新路文化健康站) 楊○薇

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全○

牡丹鄉石門社區發展協會 柯○

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周○安

牡丹鄉大梅社區發展協會 何○暉

海社區發展協會 鄭○琪

長樂社區發展協會(長樂文化健康站) 潘○成

小路發展協會(小路文化健康站) 潘○儀

分水嶺社區發展協會(分水嶺文化健康站) 陳○琤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社區發展協會(松羅文化健康站) 吳○潔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鐘○

宜蘭縣南澳鄉衛生所 宋○豪

宜蘭縣南澳鄉南澳文化健康站 林○真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高○甄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江○帆

顏○恩

江○欣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寒溪教會

(寒溪文化健康站)
高○然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宋○文

宜蘭縣南澳鄉衛生所 張○真

宜蘭縣大同鄉英士社區發展協會(英士文化健康站) 謝○琳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南澳教會

(葛蕾扇文化健康站)
周○心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羅東文化健康站) 陳○子

宜蘭縣司達吉斯部落產業永續發展協會 蘇○倪

宜蘭縣艮樣原住民部落永續營造發展協會(金洋文化健康站) 張○妮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東岳文化健康站) 謝○伯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碧候文化健康站) 呂○安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社區發展協會(金岳文化健康站) 張○欣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寒溪教會

(寒溪文化健康站)
張○妤

那山那谷 彭○芳

宜蘭縣楓溪原住民永續促進協會(澳花文化健康站) 徐○彤

14 屏東縣政府

莊曼萍

03-9253995#217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15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林依婷

08-7320415#3891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余○帖

花蓮市公所 游○凡

花蓮縣壽豐鄉溪口社區發展協會(溪口文化健康站) 林○茹

花蓮縣卓溪鄉衛生所 朱○珊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婦女關懷協會 黃○潔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白○婕

周○偉

岳○皓○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婦女關懷協會 吳○茹

花蓮縣壽豐鄉溪口社區發展協會(溪口文化健康站) 葉○國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林○辰

花蓮縣瑞穗鄉瑞祥社區發展協會(溫泉文化健康站) 林○瑜

花蓮縣豐濱鄉老人會 陳○石

花蓮縣太魯閣社區關懷協會 古○莛

花蓮縣壽豐鄉壽農社區發展協會(壽豐文化健康站) 王○蕾

花蓮縣原住民舒漾婦女關懷成長協會 高○彤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社區發展協會(摩里沙卡文化健康站) 王○萱

花蓮市公所 都○筠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王○恩

花蓮縣原住民舒漾婦女關懷成長協會 林○妍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胡○宥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陳○怡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林○蓉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王○宇

花蓮市衛生所 胡○誠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蔡○汝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田○茹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協會(道拉斯文化健康站) 林○瑄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張○潔

花蓮市衛生所 張○宇

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曾○馨

花蓮縣秀林鄉部落交流協會 林○茹

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許○真

花蓮縣新城鄉衛生所 呂○雯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洪○綺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田○茹

花蓮縣德武部落關懷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下德武文化健康站)
林○彥

花蓮縣新城鄉衛生所 古○婕

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協會 鐘○蕊

花蓮縣原住民教育文化與部落發展協會

(光榮文化健康站)
胡○淳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社區發展協會(月眉文化健康站) 李○瑩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高○萱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社區發展協會(奇美文化健康站) 鐘○筑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支亞干文健站) 吳○柔

花蓮縣原住民族新部落發展協會 盧○璇

有限責任花蓮縣原住民陶樸閣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賴○柔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陳○佑

花蓮縣德武部落關懷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下德武文化健康站)
林○宣

保證責任花蓮縣原住民第三景觀園藝勞動合作社 張○芳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張○珩

花蓮縣豐濱社區發展協會(貓公文化健康站) 林○恩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廖○和

花蓮縣卓溪鄉衛生所 高○瑄

台灣噶瑪蘭族語言文化推動協會 潘○志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協會(道拉斯文化健康站) 許○翎

花蓮縣原住民新部落發展協會(佳民文化健康站) 溫○宇

花蓮縣秀林鄉慕谷慕魚護溪發展產業協會

(銅門文化健康站)
杜○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 王○慶

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游○恩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胡○睿

花蓮縣秀林鄉慕谷慕魚護溪發展產業協會

(銅門文化健康站)
田○文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支亞干文健站) 呂○婷

花蓮縣卓溪鄉公所 蕭○恆

花蓮縣瑞穗鄉衛生所 林○臻

花蓮縣原民扶助協會 廖○婷

花蓮縣馬里勿發展協會 張○筠

陸德環保有限公司 吳○辰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陳○緹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社區發展協會(月眉文化健康站) 李○緹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 川○蓮

陸德環保有限公司 官○健

花蓮縣原住民機關勞務勞動合作社 林○璇

花蓮縣卓溪鄉公所 王○恩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社區發展協會

(馬遠固努安部落文化健康站)
杜○紅

16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朱家甯

03-8227171#282

花蓮縣美雅麥方舟關懷協會(美雅麥文化健康站)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花蓮縣太魯閣社會關懷協會 黃○靜

台灣噶瑪蘭族語言文化推動協會 潘○威

花蓮縣壽豐鄉壽農社區發展協會(壽豐文化健康站) 羅○瑄

花蓮縣瑞穗鄉衛生所 林○彤

花蓮縣豐濱鄉老人會 林○萱

花蓮縣光復鄉嗨嘿哇全人關懷協會(嗨嘿哇文化健康站) 林○

社團法人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

(阿陶莫文化健康站)
陳○文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張○潔

花蓮縣馬里勿發展協會 劉○安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社區發展協會

(馬遠固努安部落文化健康站)
徐○琳

花蓮縣瑞穗鄉瑞祥社區發展協會(溫泉文化健康站) 林○軒

保證責任花蓮縣原住民第三景觀園藝勞動合作社 呂○晟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社區發展協會(紅葉文化健康站) 陳○云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社區發展協會(貓公文化健康站) 張○玉

花蓮縣瑞穗鄉富民社區發展協會(富民文化健康站) 金○孝

花蓮縣原住民有機觀光農業發展協會(努米達文化健康站) 江○庭

花蓮縣瑞穗鄉富民社區發展協會(富民文化健康站) 林○磊

花蓮縣原住民有機觀光農業發展協會 藍○齡

花蓮縣秀林鄉部落交流協會 詹○岳○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社區發展協會(摩里沙卡文化健康站) 喜○

社團法人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阿陶莫文化健康站) 曾○

16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朱家甯

03-8227171#282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少○麻．○尚

邱○鴻

陽○

陳○

黃○廷

黃○瑄

鄭○齡

陳○

張○妤

詹○婷

林○晉

伍○雅

高○螢

吳○妤

曾○琳

陸○

南○娟

杜○瑞○

周○彤

江○杋

黃○穎

劉○和

潘○勻

王○玫

林○靜

潘○銘

林○諺

郭○庭○

楊○

蘇○宸

朱○恩

潘○玫

陳○萱

陳○瑮○

吳○芸

林○穎

黃○暄

潘○庭

張○君

陳○穎

林○傑

汪○丞

簡○

林○如

黃○恬

蔡○柔

王○欣

黃○雯

成功鎮衛生所 汪○樂

長濱鄉衛生所 嚴○慈

社團法人臺東縣原社牧人社會福利慈善關懷協會

(芝田文健站)
潘○杰

臺東縣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民豐文健站) 陳○安

臺東縣原住民新九族文化協會(美山文健站) 莊○明

臺東縣長濱鄉南竹湖社區發展協會(南竹湖文健站) 陳○渝

光榮社區發展協會(僅那鹿角文健站) 曾○彤

陳○君

余○

臺東縣迦南樂活全人發展協會 陳○勒

陳○得

林○柔

陳○廷

林○瑋

孫○恩

蕭○

達仁鄉衛生所 余○中

達仁鄉衛生所 沈○蕙

華○

伊○。塔○達

太麻里鄉衛生所 黃○慈

財團基督教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台灣原住民教會正興教會

(正興文健站)
黃○琦

陳○諠

陳○心

林○燕

曾○庭

高○唯

張○楷

楊○淑○

黃○澄

臺東縣原住民暨多元族群文化發展協會

(南榮里文健站)

臺東縣大康樂文化健康服務協會

(伊濘文健站)

臺東縣馬當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馬當文健站)

社團法人台東縣原住民族全人發展關懷協會

(賓朗文健站)

臺東縣撒舒而雅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撒舒而雅文健站)

臺東縣貓山產福促進發展協會

(新馬蘭文健站)

17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臺東市公所

卑南鄉公所

台東市衛生所

臺東縣原住民Faragaw發旯熱鬧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馬蘭文健站)

臺東縣asiloai阿西路愛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阿西路愛文健站)

臺東縣巴布麓文化協進會

(巴布麓文健站)

臺東縣臺東市富豐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卡撒發干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東河鄉公所

成功鎮公所

長濱鄉公所

社團法人台東縣東河鄉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教會新園教會

(新園文健站)

臺東縣高坡部落文化促進發展協會

(高坡文健站)

臺東縣卑南鄉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東縣原住民藝能美學教育推廣協會

有限責任台東縣東海岸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有限責任台東縣原住民農特產品消費合作社

基督教中華循理會嘉蘭教會(嘉蘭文健站)

臺東縣達仁鄉南田社區發展協會(南田文健站)

太麻里鄉公所

大武鄉公所

達仁鄉公所

大武鄉衛生所

查拉密社區發展協會(查拉密文健站)

臺東縣虷仔崙溪流域文化生態產業發展協會(金崙文健站)

張勝其

089-326141#260



項次 承辦單位 用人單位 姓名 承辦人聯絡資訊

中華基督教得勝教會全人關懷發展協會(南興文健站) 伍○瑄

臺東縣達仁鄉台坂社區發展協會(啦里巴文健站) 蔡○岑

臺東縣達仁鄉夢馨羽原住民部落發展協會(土坂文健站) 鄭○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達仁教會(安朔文健站) 吳○霖

社團法人台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新化文健站) 余○祐

社團法人台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愛國蒲文健站) 鄭○蔚

臺東縣台灣原住民蒙恩自強協會(達仁原家中心) 陳○芸

臺東縣台灣原住民蒙恩自強協會(大武原家中心) 溫○淳

李○恩

劉○諾

呂○

蔡○崙

臺東縣金峰鄉生活美學協會 高○柔

比魯工作室 包○芸

台東縣東排中會全人關懷協會 吳○逸

台東縣大鳥儲蓄互助社 娜○。塔○達

臺東縣原住民產業拓展文化傳承發展協會 李○勳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社區發展協會 戴○驥

高○芸

林○權

邱○昕

曾○鳳

池上鄉公所 陳○欣

余○君

葉○恩

池上鄉衛生所 陳○琪

余○怡

曾○寇

黃○

胡○蕙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社區發展協會(加和文健站) 王○

臺東縣基督教種子之家全人關懷協會 溫○真

謝○硯

孔○欣

周○琪

張○菱

柳○喬

羅○

17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財團法人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

(太麻里原家中心)

有限責任台東縣金峰鄉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鹿野鄉公所

關山鎮公所

羅雅仁

08-7991219#288

海端鄉公所

中華民國原鄉慈善協會

(新福文健站)

臺東縣原鄉永續發展協會

(德高文健站)

蘭嶼鄉公所

財團法人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

18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張勝其

089-326141#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