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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A001 何麗娟 賽德克族 學士 中臺醫事技術專科學校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 理事 0919-980-269 hers540227@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02 巫秀珊 阿美族 學士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護理師 0929-378-108 880427@kmhk.org.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03 杜玉慧 魯凱族 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高階

經營管理研究所
屏東基督教醫院 院長室顧問 0929-181-805 t7367814@yahoo.com.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04 曾梅玲 阿美族 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

工作研究所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區主任 0933-970-891 momolisin@yahoo.com.tw 東部 願意

111A005 温俞慧 排灣族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

學系
荃能職能治療所 職能治療師 0928-610-797 clever6405@yahoo.com.tw 全國 願意

111A006 戴玉琴 泰雅族 碩士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研究所
花蓮門諾醫院 長照服務部主任 0932-929-688 tuboo1101@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07 林春鳳 阿美族 博士
明尼蘇達休閒與運動力

學研究所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 常務理事 0960-766-959 joy.boayond@gmail.com 南部 願意

111A008 王慧玲 阿美族 碩士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族群

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原住民族委員會 參事 0937-230-896 eling0914@apc.gov.tw 北部 不願意

111A009 王麗仙 排灣族 碩士
台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

動休閒產業學系碩士
台東縣衛生局 衛生教育指導員 0919-126-931 phbi012@ttshb.taitung.gov.tw 東部 不願意

111A010 日宏煜 賽夏族 博士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國立東華大學 副教授 0920-146-713 uminru@gms.ndhu.edu.tw 東部 不願意

111A011 怡懋‧蘇米 太魯閣族 博士
慈濟大學醫學科學研究

所博士
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學院 副教授 0937-168-107 eliyimch@nutc.edu.tw 西半部 不願意

111A012 張希文 排灣族 博士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文化人類學

國立東華大學 / 民族事務與發

展學系
助理教授 038-635-638 hsiwen@gms.ndhu.edu.tw 東部 願意

111A013 林翰生 布農族 碩士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

與發展學系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 監事/社工員 0903-653-790 a0903653790@gmail.com 東部 不願意

111A014 方喜恩 泰雅族 碩士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

所

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

權益促進會
執行長 0938-024-722 besuiya@gmail.com 北部 願意

111A015 吳鄭善明 排灣族 博士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

士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0919-876-819 x00002197@meiho.edu.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16 蔡財富 漢族 博士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語

言教育系
建國科技大學生活科技學院 副教授 0988-016-118 min2230@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17 希雅特˙烏洛 太魯閣族 碩士

洛杉磯加州大學人類所/

艾塞克斯大學榮格與後

榮格研究所

馨思身心精神科診所 負責醫師 0963-930-035 fragrancesoul.clinic@gmail.com 西半部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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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A018 梁亞文 漢族 博士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醫

療政策暨管理博士

臺中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

管理系
教授 0928-053001 ywliang@nutc.edu.tw 西半部 願意

111A019 黃筱晶 漢族 博士
慈濟大學醫學科學研究

所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

務系
助理教授 0933-317-839 hjjmch@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20 劉慧冠 漢族 博士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空中大學 助理教授 0925-130-316 heikuan@ms14.hinet.net 全國 願意

111A021 簡明雄 排灣族 碩士 屏東科技大學經營管理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

化發展中心
副主任

0986-672-220

0933-779-812
minshing590812@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22 柯麗貞 漢族 碩士 佛羅里達大學衛生教育 原住民族委員會 科長 0922-141-123 lihchenke@hotmail.com 北部 願意

111A023 林德文 泰雅族 學士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桃園市復興區衛生所 主任 0952-291-915 b8101145@hotmail.com 北部 不願意

111A024 譚蓉瑩 漢族 博士
雪梨大學

健康科學研究所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助理教授 0928-557630 apijytan@gmail.com 中部 願意

111A025 林昭光 泰雅族 博士
臺師大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
國立陽明大學人社中心 教授 0936-086-867 henry@nycu.edu.tw 全國 願意

111A026 陳美玲
卡那卡那富

族
碩士

輔英護專

護理系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護理長 0922-567-712 gai0922567712@gmail.com 東部 願意

111A027 邱成春珍 排灣族 碩士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台中市愛鄰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主任 0987-629-383 a0987629383@gmail.com 西半部 願意

111A028 黃哲諭 卑南族 碩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卑南鄉公所 社工 0963-501-008 ha0714bebe@yahoo.com.tw 東部 願意

111A029 李宜潔 排灣族 碩士
大仁科大文化文創研究

所畢業
人民團體協會

高齡自主學習帶

領人
0905-632-837 Le4826@yahoo.com.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30
瑪芽・芭拉

拉菲
布農族 碩士

慈濟大學

護理系碩士班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實習組副

主任
0976-210-557 maiya1100@smc.edu.tw 全國 願意

111A031 盧惠美 魯凱族 碩士
高醫大口腔衛生科學

碩士在職專班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衛生稽查員 0912-055-120 a0912055120@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111A032 莊慧瑛 漢族 碩士
弘光科大

護理系碩士班
大林慈濟醫院 護理高專 0916-151-917 hychuang@tzuchi.com.tw 南部

111A033 江美錦 漢族 碩士
臺灣海大

水產食品科學研究所

社團法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

護協會
研究專員 0982-645-948 twamanda168@gmail.com 西半部 不願意

111A034 劉莉莉 阿美族 碩士
開南大學

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花蓮佛教慈濟醫院 護理師 0912-524-240 liu54318817@gmail.com 西半部 不願意

111A035 陳瀅清 漢族 碩士
弘光科大

健康事業管理系碩士班

社團法人全國照顧服務聯盟

暨照顧品質協進會
理事長 0910-147-109 bobomo888@gmail.com 全國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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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A036 沈香杏 漢族 碩士
中臺科大長期照顧碩士

學位學程碩士班
長安醫院附設新安護理之家

負責人

兼護理長
0928-336-711 shen19650126@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37 許憶柔 漢族 碩士
中臺科大醫療暨健康產

業管理系碩士班
長安醫院附設新安護理之家 主任 0927-889-219 jou5034@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38 徐麗娟 漢族 碩士
長庚大學

護理學系碩士班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附

設臺中市中港居家長照機構
業務負責人 0919-671-815 lchsu47@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39 江仙華 魯凱族 碩士
環球科大公共事務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好茶部落文化健康站 計畫負責人 0989-254-796 hva0468@yahoo.com.tw 南部 願意

111A040 曾梅雙 阿美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屏東大學社區諮商與教

育碩班在職

高雄佳醫護理之家(日間照護

中心)
社工員 0910-174-257 afinimay@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111A041 莊惠芳 鄒族 學士
北護

護理系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督導 0975-133-071 nawo0404@gmail.com 西半部 願意

111A042 阮芳妘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

教醫院
A個管員 0911-365-961 mkad56@gmail.com 南部 願意

111A043 洪孝姝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屏東

縣私立恆基居家式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居服組長 0927-905-712 sukey0921905712@yahoo.com.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44 安欣瑜 鄒族 學士
慈濟大學

醫學系
嘉義基督教醫院 醫師 0919-690-038 cych07065@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45 江愛珍 阿美族 學士
弘光科大

護理系
樂群心文健站

職業安全衛生護

理師/負責人
0938-550-876 shopping99.10@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46 李玉春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私立南門居家長照機

構
社工員 0927-431-050 lspring99@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111A047 孔秀蘭 賽德克族 學士
北護

護理系

社團法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

護學會
區域督導 0917-005-628 kumuawai@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48 陳美珠 阿美族 研究所
玉山神學院

東南亞學士

大仁科技大學社工系照顧服

務督導就業學程
講師 0928-601-081 kawlomalay@gmail.com 南部

111A049 田小燕 阿美族 學士
北護

護理系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護理長 0988-387-670 ad6813@ntpc.gov.tw 北部 不願意

111A050 高秀珍 布農族 學士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系

臺中市都會區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
社工員 0922-274-476 jesminekofn@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51 江桂英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瑪家鄉衛生所 健康營造專員 0936-822-141 kuiing0601@yahoo.com.tw 西半部 不願意

111A052 陳裘安 泰雅族 學士
朝陽科大

社會工作系

台中市都會西區原住民族家

庭服務中心
社工員 0981-318-329 changelife080423@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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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A053 韓嘉郁 排灣族 學士
弘光科大

護理系
目前籌備護理所中 護理師 0936-322-590 a0936322590@gmail.com 西半部 不願意

111A054 戴莉娟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來義鄉衛生所 專案經理

(08)7850103

#25

0919-752-110

cemedas.tai@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111A055 龍秀花 魯凱族 學士
大仁科大

休閒運動管理系
霧臺鄉衛生所 專案經理 0976-730-700 dreva0211@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111A056 李志浩 阿美族 學士
北醫

藥學系
宏奇藥局 藥師 0928-298-808 guly001@gmail.com 北部 不願意

111A057 余惠娟 布農族 碩士 中臺科大護理系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 督導 0920-610-863 abuswe@gmail.com 北部 不願意

111A058 高斐斐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長期照護學位學程
屏東縣泰武鄉衛生所 護理師 0938-031-038 ffeei0820@yahoo.com.tw 東部、南部 願意

111A059 葉秀美 泰雅族 學士
元培科大

護理系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附

設護理之家
護理長 0938-910-126 may6203037@gmail.com 北部 不願意

111A060 張詩涵 泰雅族 學士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

會工作學系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

會/五尖文化健康站

原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社工員
0978-355-955 music77_73@hotmail.com.tw 全國 願意

111A061 林春英 排灣族 學士
稻江學院老人福祉與社

會工作學系
台東大學 專業助理 0922-296-969 in296969@gmail.com 東部 不願意

111A062 巴秀霞 魯凱族 學士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 霧臺鄉衛生所 護理師 0933-995-309 pseudoba@yahoo.com.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63 簡雅琳 阿美族 學士
朝陽科大

社會工作系
台中市大肚區文化健康站 照顧服務員 0931-524-143 rebecca1242002@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64 曾秀芬 泰雅族 學士
弘光科大

護理系
南投縣仁愛鄉衛生所

護理師

兼護理長
0937-480-965 fendafen@gmail.com

111A065 沙素娟 魯凱族 學士
輔英科大

護理管理系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股長 0920-680-010 sasa0920680010@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111A066 陳淑珍 布農族 學士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花蓮門諾醫院居家護理所 居家護理師 0905-813-520 hooya17@hotmail.com 東部 願意

111A067 幸秋香 布農族 學士
元培科大

醫事技術系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護理師 0982-307-665 y2741497@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68 胡佾伶 布農族 學士
輔英科大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高雄市銀髮族展望協會 總幹事 0986-180-235 huo986180235@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69 劉莉麗 泰雅族 學士
元培科大

護理系
苗栗縣南庄鄉衛生所

護理師

兼主任
0911-770-238 k0911770238@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70 吳雅雯 太魯閣族 碩士
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

協會(秘書長)

原住民族委員會

太魯閣族族群委

員
0975-225-494 yabonbon@gmail.com 東部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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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A071 簡秀鈺 布農族 學士
慈濟大學

護理學系
花蓮縣卓溪鄉清水文健站 照顧服務員 0926-162-888 prcc2593@yahoo.com.tw 東部 願意

111A072 杜恩惠 魯凱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照顧管理專員 0921-207-216 tt610113@yahoo.com.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73 江屏 排灣族 學士
長庚科大

護理系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照專 0963-922-131 j01141214@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111A074 高揚威 泰雅族 學士 高醫大醫學系 高揚威家醫科診所 院長 0932-372-900 kao3821951@gmail.com 北部 不願意

111A075 夏惠宣 泰雅族 學士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系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長照所 照管專員 0988-593-038 s92116157@mail.e-land.gov.tw 東部 不願意

111A076 雲燕 泰雅族 副學士
新生醫專

長期照護科

原住民老人長期照顧暨婦幼

受暴緊急安置發展關懷協會
個案管理師 0939-338-204 jj650101@gmail.com. 北部 不願意

111A077 陳桂英 賽德克族 副學士
經國學院

護理助產科
宜蘭縣南澳鄉衛生所 護理師 0919-214160 iris4204@gmail.com 全國 願意

111A078 傅蘭美 泰雅族 副學士
弘光科大

護理助產科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 護理師 0910-348-669 fucaton@gmail.com 中部 願意

111A079 王慧英 阿美族 副學士
慈濟科大

護理科
花縣立萬榮國中 護理師 0918-953-971 v491111x@yahoo.com.tw 東部 願意

111A080 熊翊婷 排灣族 碩士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彰化縣衛生局 臨時約聘人員 0989-637-311 bearsyt100@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81 松慧蒨 布農族 學士
弘光科大

護理系

財團法人愚人之友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護理師 0919-741-098 mm0919741098@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82 全芮嫻 布農族 學士
稻江學院老人福祉與社

會工作學系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社區發展

協會羅羅谷文化健康站
照顧服務員 0928-349-307 loloqu99933010@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83 劉雪鳳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

心
照顧管理專員 0925-055-416 line_ob@yahoo.com.tw 南部 不願意

111A084 陳亞博 泰雅族 學士
中臺科大

護理系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宜蘭事

務所茂安日照中心
業務主管 0981-554-129 u18716545@yahoo.com.tw 北部 不願意

111A085 林信瑋 排灣族 學士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台東縣森永部落文化健康站 照顧服務員 0903-239-311 lintonruai2@gmail.com 東部 不願意

111A086 葉人嫚 排灣族 副學士 長庚科大護理科 待業中 護理師 0983-529-110 gucci0983529110@gmail.com 全國 不願意

111A087 松東光 布農族 學士
大同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系

臺中市私立洛卡賀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居服督導 0982-251-764 laung8612@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88 胡淑靜 阿美族 學士
國立空中大學

社會科學系
高雄市原住民長青協會 總幹事 0919-528-430 jennyhu319@gmail.com 南部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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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A089 羅文敏 賽德克族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學系
原住民族委員會 處長 0988-827-265 e8504002@cip.gov.tw 西半部 不願意

111A090 林雅涵 泰雅族 學士
北護

護理系
原住民族委員會 組員 0966-863410 qasd2323@gmail.com 中部 不願意

111A091 顏婉娟 漢族 碩士
陽明大學

社區護理研究所
原住民族委員會 科員 0911-897-502 fern2734@cip.gov.tw 全國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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