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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原住民大專學生返鄉學習與服務 

 
 招生對象、名額： 

全國各大學、技術學院、研究所、二專、五專（四、五年

級）、軍警學校、神學院等在學之原住民籍學生 100 名。 

 遴選原則： 

1. 學員遴選原則： 

 參與過歷屆原住民大專生返鄉服務的學員原則上錄取

30名，餘70名以未曾參加過的學員為優先考量對象。

由遴選小組依據報名資料進行審查，並選出正取 100
名與備取 36 名學員。  
 莫拉克風災受災嚴重地區（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

縣那瑪夏鄉、高雄縣桃源鄉、高雄縣茂林鄉、屏東

縣霧台鄉、屏東縣三地門鄉、屏東縣來義鄉、台東

縣金峰鄉、台東縣大武鄉），每區至少 2 名保障名

額。 
 報名的學員中各族群依報名人數比例錄取，每族至

少 1 名保障名額。 
 由報名的學員中保障各校名額 1 名。 
 以駐點部落之在地學生為優先考量對象。 
 以中、高年級大專學生及研究所學生（含碩、博士）

為優先考量對象。 
 

2. 小隊輔導員遴選原則： 

 由錄取之 100 名學員中擇優選取。 
 以駐點部落之在地學生為優先考量對象。  
 曾任或現任學校社團、系所幹部並具有服務熱忱之

在學學生。 
 通過族語能力認證考試者。  
 曾參加過歷屆原住民大專生返鄉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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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學員名單 】 

※紅色字體為該隊小隊輔導員。 

編號 姓名 駐點部落 學校 族別 性別 

1.  全淑琦 土坂部落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布農族 女 

2.  姜明姿 土坂部落 私立大漢技術學院 卑南族 女 

3.  黃安 土坂部落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泰雅族 男 

4.  董韻凌 土坂部落 私立東吳大學 排灣族 女 

5.  陳張佳芬 土坂部落 私立長榮大學 排灣族 女 

6.  左恩平 土坂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男 

7.  許家慧 土坂部落 國立政治大學 排灣族 女 

8.  許秋豪 土坂部落 國立嘉義大學 排灣族 男 

9.  孟子游 土坂部落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魯凱族 男 

10.  蘇木成 大鳥部落 國立宜蘭大學 阿美族 男 

11.  高敏華 大鳥部落 私立崑山科技大學 排灣族 女 

12.  湯燕箏 大鳥部落 國立台灣大學 排灣族 女 

13.  潘穎 大鳥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女 

14.  林惠娟 大鳥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女 

15.  陳政穎 大鳥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男 

16.  葉家宏 大鳥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男 

17.  伍志娟 大鳥部落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排灣族 男 

18.  胡俊銓 大鳥部落 國立國防大學 魯凱族 男 

19.  鄭嘉晉 山里部落 私立輔仁大學 阿美族 男 

20.  杕卬‧南卡芙蘭 山里部落 私立明道大學 布農族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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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駐點部落 學校 族別 性別 

21.  杜佳音 山里部落 私立致遠管理學院 布農族 女 

22.  楊芳綺 山里部落 私立台南科技大學 阿美族 女 

23.  陳慧芯 山里部落 私立東南科技大學 阿美族 女 

24.  古麥和平 山里部落 國立聯合大學 泰雅族 男 

25.  陳妍潔 山里部落 私立台灣觀光學院 排灣族 女 

26.  王耀輝 山里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賽德克族 男 

27.  史惠文 自強新村 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布農族 女 

28.  林羽 自強新村 私立美和科技大學 阿美族 女 

29.  楊孟芸 自強新村 國立東華大學 阿美族 女 

30.  陳子楊 自強新村 國立海洋大學 阿美族 男 

31.  田淑慧 自強新村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阿美族 女 

32.  蔡知烜 自強新村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阿美族 女 

33.  呂婉榕 自強新村 国際トラベル＆ホテル専門学校 阿美族 女 

34.  金紹華 自強新村 私立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魯凱族 男 

35.  許連讚 東河部落 私立輔仁大學 卑南族 男 

36.  柯沐霖 東河部落 私立真理大學 泰雅族 男 

37.  李穎凡 東河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泰雅族 男 

38.  黃君寧 東河部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泰雅族 女 

39.  林清勝 東河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撒奇萊雅族 男 

40.  高育慈 東河部落 私立東吳大學 賽夏族 女 

41.  趙念婷 東河部落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賽夏族 女 

42.  沈藹如 東河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賽德克族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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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駐點部落 學校 族別 性別 

43.  洪慧玉 東清部落 私立開南大學 泰雅族 女 

44.  江惠蓉 東清部落 私立世新大學 排灣族 女 

45.  尤哲威 東清部落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五專部 排灣族 男 

46.  林岱杰 東清部落 國立中央警察大學 排灣族 男 

47.  鐘曉婷 東清部落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達悟族 女 

48.  黃家偉 東清部落 私立南華大學 達悟族 男 

49.  鍾婉婷 東清部落 花蓮玉山神學院 達悟族 女 

50.  謝雨涵 東清部落 國立台東大學 達悟族 女 

51.  余曼君 紅葉部落 私立立德大學 布農族 女 

52.  杜燕茹 紅葉部落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布農族 女 

53.  全怡惠 紅葉部落 私立淡江大學 布農族 女 

54.  柯兆庭 紅葉部落 私立逢甲大學 布農族 男 

55.  松佳恩 紅葉部落 私立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布農族 女 

56.  胡凱詢 紅葉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男 

57.  邱若涵 紅葉部落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阿美族 女 

58.  朱豪傑 紅葉部落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太魯閣族 男 

59.  金佩君 茂林部落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布農族 女 

60.  林念恩 茂林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男 

61.  陳銀鳳 茂林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女 

62.  顏宸怡 茂林部落 國立高雄大學 布農族 女 

63.  江宇駿 茂林部落 私立高鳳技術學院 排灣族 男 

64.  李孝文 茂林部落 私立永達技術學院 魯凱族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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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駐點部落 學校 族別 性別 

65.  魏瑾恩 茂林部落 國立中興大學 魯凱族 男 

66.  梁瑋 茂林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魯凱族 女 

67.  田淵碩 瑞興國宅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布農族 男 

68.  林慧蕓 瑞興國宅 國立東華大學 阿美族 女 

69.  黃琬茹 瑞興國宅 國立東華大學 阿美族 女 

70.  陳祈宏 瑞興國宅 國立東華大學 阿美族 男 

71.  陳虹如 瑞興國宅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泰雅族 女 

72.  張健龍 瑞興國宅 國立東華大學 泰雅族 男 

73.  賴紹博 瑞興國宅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泰雅族 男 

74.  林詩淳 瑞興國宅 國立台北大學 賽德克族 女 

75.  張志成 義林部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阿美族 男 

76.  林婉如 義林部落 私立長庚技術學院 排灣族 女 

77.  吳婉馨 義林部落 國立台南大學 排灣族 女 

78.  李政杭 義林部落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排灣族 男 

79.  王正宇 義林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男 

80.  蔡美英 義林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女 

81.  田廣櫻 義林部落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排灣族 女 

82.  莊孟麟 義林部落 國立嘉義大學 排灣族 男 

83.  巴巧詩 義林部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排灣族 女 

84.  林汶菁 嘉蘭部落 私立清雲科技大學 卑南族 女 

85.  董誠 嘉蘭部落 私立華梵大學 卑南族 男 

86.  羅士鈜 嘉蘭部落 國立政治大學 泰雅族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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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駐點部落 學校 族別 性別 

87.  林潔 嘉蘭部落 私立大葉大學 排灣族 女 

88.  丁筱薇 嘉蘭部落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排灣族 女 

89.  林祈文 嘉蘭部落 私立亞洲大學 排灣族 女 

90.  唐英智 嘉蘭部落 私立親民技術學院 排灣族 男 

91.  蔣仲豪 嘉蘭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男 

92.  斐立安 樂野部落 私立佛光大學 布農族 男 

93.  陳聖鈞 樂野部落 私立輔仁大學 卑南族 男 

94.  張君瑤 樂野部落 私立靜宜大學 卑南族 女 

95.  林翠蘋 樂野部落 私立嶺東科技大學 阿美族 女 

96.  高杰 樂野部落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泰雅族 男 

97.  彭麗芬 樂野部落 國立東華大學 泰雅族 女 

98.  胡丹齡 樂野部落 私立世新大學 排灣族 女 

99.  安政彰 樂野部落 私立實踐大學 鄒族 男 

100. 高旻君 樂野部落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 賽德克族 女 

101. 姬敏‧烏杜夫 備取 1 私立南華大學 泰雅族 女 

102. 林幸兒 備取 2 私立南台科技大學 泰雅族 女 

103. 黃曉文 備取 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阿美族 女 

104. 賴怡姍 備取 4 私立南華大學 布農族 女 

105. 菝樊‧索谷羅曼 備取 5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布農族 男 

106. 李慧婷 備取 6 私立長榮大學 布農族 女 

107. 許凱文 備取 7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男 

108. 蔡溪臻 備取 8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排灣族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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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駐點部落 學校 族別 性別 

109. 陳顥梅 備取 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太魯閣族 女 

110. 廖彥傑 備取 10 國立台北大學 太魯閣族 男 

111. 王紀瑤 備取 11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女 

112. 邱婕 備取 12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女 

113. 柯瑋婷 備取 13 國立東華大學 卑南族 女 

114. 郭文萱 備取 14 國立政治大學 排灣族 女 

115. 余怡婷 備取 15 私立佛光大學 布農族 女 

116. 黃皓 備取 16 國立台灣大學 泰雅族 男 

117. 干立婕 備取 17 國立台灣大學 阿美族 女 

118. 簡自強 備取 18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男 

119. 蘇俊瑋 備取 19 國立東華大學 阿美族 男 

120. 江長銓 備取 20 國立台灣大學 阿美族 男 

121. 宋杜莉 備取 21 私立實踐大學 排灣族 女 

122. 黃基成 備取 22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男 

123. 李至暄 備取 23 國立東華大學 泰雅族 女 

124. 邵慧君 備取 24 國立東華大學 排灣族 女 

125. 施婉儀 備取 25 私立東吳大學 布農族 女 

126. 吳蒙愛 備取 26 私立靜宜大學 排灣族 女 

127. 楊智潔 備取 27 私立東吳大學 阿美族 女 

128. 楊子康 備取 28 國立政治大學 泰雅族 男 

129. 林紹強 備取 29 國立東華大學 太魯閣族 男 

130. 潘旻真 備取 30 國立政治大學 排灣族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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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駐點部落 學校 族別 性別 

131. 彭芷寒 備取 31 國立東華大學 魯凱族 女 

132. 郭怡萱 備取 32 國立政治大學 排灣族 女 

133. 林晨 備取 33 私立東吳大學 泰雅族 男 

134. 李曉玲 備取 34 私立靜宜大學 排灣族 女 

135. 呂杰文 備取 35 私立東吳大學 排灣族 男 

136. 胡羽翔 備取 36 國立東華大學 布農族 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