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承辦單位 申請單位 該府承辦人 該府電話 報名連結

1 本會原住民文化發展中心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羅雅仁 08-7991219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發展中心

新北市三峽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

新北市樹林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

社團法人台灣泰雅族語言文化研究發展學會

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

有限責任新北市原住民溫馨照顧服務合作社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產業觀光課

社團法人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

新北市泰山區原住民族發展協會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教育文化科

教育文化組

社會福利組

原民局秘書室

原民局設施營造科

原民局產業發展科

原民局大溪原民會館

原民局原民福利科

復興區公所

復興衛生所

社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教育推廣協會

桃園市復興桂竹產業發展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道會僑美教會(大溪部落文化健康站)

臺中市原住民那魯灣關懷協會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台中市和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會

臺中市都會區原住民家庭服務暨社區人文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基督教福樂豐盛協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多福教育關懷協會

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暨領域保護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南勢教會

有限責任臺中市原民傳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圓舞曲文化藝術團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臺中市和平區原家中心)

臺中市和平區環山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台灣原住民教會雙崎教會

台中市原住民族勞工權益促進會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

臺中市私立洛卡賀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台中市愛鄰關懷協會

陳崇儀 04-2228-9111#5011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林純華 03-3322101#6686

5 臺中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綜合規劃組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08年原young青年返鄉體驗工讀計畫

2 新北市政府 周妤庭 02-29603456#3986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黃凱恩 02-27208889#2013

4 桃園市政府

3

https://www.tacp.gov.tw/home01.aspx?ID=1
https://www.ipd.taichung.gov.tw/
http://ipb.tycg.gov.tw/
https://www.ipc.gov.taipei/
https://www.ipb.ntpc.gov.tw/


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會

臺南市政府文化健康站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高雄市茂林區公所

高雄市桃源區公所

高雄市那馬夏區衛生所

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

茂林區衛生所

茂林社區營造協會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臺安基金會

高雄市活水全人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公共事務關懷協會

高雄市原住民社會關懷協會

高雄市原住民布農族文化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高雄市桃源勤和就地重建發展協會

台灣原住民生活發展協會

南澳鄉衛生所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機基督教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寒溪教會

宜蘭縣司達吉斯部落產業永續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碧侯教會

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大同鄉公所

宜蘭縣楓溪原住民永續促進協會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9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民政處自治事業及客家事務科 施茵娟 05-5522101 雲林縣政府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山美部落文健站)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新美部落文健站)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社區發展協會

阿里山鄉公所

嘉義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苗栗縣政府泰雅文化產業區泰雅文物館

獅潭鄉公所

嘉義縣政府民政處

10 苗栗縣政府 章祐芷 037-559223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林斐穎 03-9253995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17 嘉義縣政府 黃有慶 05-3620123#582

8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

7 高雄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陳崇儀 04-2228-9111#5011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鄒金玉 07-7995678#1724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6 臺南市政府 林盛秀玉 06-2991111*8223

5 臺中市政府

https://www.yunlin.gov.tw/index.asp
https://civil.cyhg.gov.tw/
http://cipa.miaoli.gov.tw/aborigine/
https://aborigines.e-land.gov.tw/Default.aspx
https://web.tainan.gov.tw/nation/Default.aspx
https://www.coia.gov.tw/web_tw/index.php


苗縣泰安鄉衛生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努呼路瑪教會

苗栗縣泰安鄉馬達拉觀光產業協會

苗栗縣士林瑪拉乎文化產業協會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

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屏東縣來義鄉公所

屏東縣春日鄉公所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

保證責任屏東縣屏北三鄉原住民生態旅遊勞動合作社

屏東縣微笑關懷協會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產業發展協會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原鄉藝文產業聯盟推廣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安坡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親子教育協會

屏東縣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協會

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部落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達瓦達旺部落人文關懷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原住民關懷協會

屏東縣文化信仰復興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瓦達部落產業發展協會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協會

11 屏東縣政府

10 苗栗縣政府 章祐芷 037-559223

黃欣梅 08-7320415#3822 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及轄內各村)

社團法人屏東縣愛整體美學發展協會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https://www.pthg.gov.tw/planibp/Default.aspx


屏東縣瑪家鄉美園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涼山部落文化關懷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佳義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泰武鄉萬安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北排灣民族學校暨部落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原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部落發展協會

原裳工坊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嘉魯禮發‧魯飛禮飛家團傳承文化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

那秋設計工作室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春日鄉古華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春日鄉歸崇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海山社區經營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循理會草埔教會

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社會公益協會

有限責任屏東縣幸福原住民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社團法人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牡丹鄉大梅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滿州鄉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滿洲鄉長樂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台東市公所

成功鎮公所

池上鄉公所

卑南鄉公所

延平鄉公所

東河鄉公所

長濱鄉公所

海端鄉公所

鹿野鄉公所

關山鎮公所

蘭嶼鄉公所

太麻里鄉公所

達仁鄉公所

大武鄉公所

金峰鄉公所

金峰鄉衛生所

約僱人員:高美育

緊急聯絡人:郭紋君
089-330837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12 臺東縣政府

11 屏東縣政府 黃欣梅 08-7320415#3822 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https://www.taitung.gov.tw/Aborigine/Default.aspx


長濱鄉衛生所

海端鄉衛生所

台東市衛生所

蘭嶼鄉衛生所

成功鎮衛生所

海端鄉衛生所

大武鄉衛生所

台東縣伊濘文化協進會

社團法人臺東縣原住民藝能美學教育推廣協會

臺東縣巴布麓文化協進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社區發展協會

關山鎮新福部落文化健康站

台東縣原住民愛加倍全人關懷協會

有限責任台東縣海岸原住民社區合作社(石山部落)

台灣嗎那真光人文關懷協會

 台東縣金峰鄉賓茂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東縣原住民嘎屋啦瀚文教發展協會

臺東縣長鄉膽曼部落文化健康站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社區發展協會

有限責任台東峰原住民社區合作社

臺東縣阿奚露艾文教發展協會

台東縣池上鄉振興部落文化健康站

臺東縣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

臺東縣臺東市馬當部落文化健康站

台東縣卑南鄉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

台東縣達仁鄉夢馨羽原住民部落發展協會

臺東縣達仁土坂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花蓮市公所

吉安鄉公所

萬榮鄉公所

鳳林鎮公所

玉里鎮公所

豐濱鄉公所

秀林鄉公所

新城鄉衛生所

新城鄉公所

卓溪鄉公所

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光復鄉公所

瑞穗鄉公所

萬榮鄉衛生所

花蓮縣原民扶助協會

花蓮縣秀林鄉部落交流協會

約僱人員:高美育

緊急聯絡人:郭紋君
089-330837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13 花蓮縣政府

12 臺東縣政府

江柏益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網站

http://ab.hl.gov.tw/


花蓮縣壽豐鄉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豐濱鄉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萬榮鄉老人會

花蓮縣馬里勿發展協會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

花蓮縣豐濱老人會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

花蓮縣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與部落發展協會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豐濱安全社區暨健康促進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身障弱勢及原住民關懷服務協會

花蓮縣光復鄉撒巴勒奧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

花蓮縣壽豐鄉溪口社區發展協會

台灣原住民族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婦女公共事務發展協會

高山森林基地

大馬太鞍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七卡樹岸文化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梧繞部落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瑞穗鄉富民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壽豐鄉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政府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科

基隆市都會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協會

15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西區區公所 李羿瑩 05-2254321#339 嘉義市政府民政處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信義鄉公所

仁愛鄉公所

南投縣信義鄉衛生所

信義鄉農會梅子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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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

南投縣加倍家庭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布淦教會

社團法人南投縣城鄉關懷福利協會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社區發展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眉原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努櫻長老教會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社區發展協會

16 南投縣政府 白育寧 049-2243637#508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14 基隆市政府 黃秀春 02-2420112#1630 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13 花蓮縣政府 江柏益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網站

http://163.29.100.10/web/civil/news.asp
http://boaa.nantou.gov.tw/
https://civil.klcg.gov.tw/


南投縣原住民生活美學協會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五峰鄉公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原住民老人長期照顧暨婦幼受暴緊急安置發展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竹工作站幼兒組-竹東工作站-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竹工作站社區組-尖石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竹工作站社區組-五峰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17 新竹縣政府 王金鳳 023-5518101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16 南投縣政府 白育寧 049-2243637#508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https://indigenous.hsinchu.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