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魯凱皇家學院 107年至 108年執行成果 

1. 資源連結 

日期 工作項目 內容 

107.5.-107.12 連結大專院校資源 

義守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 

高雄餐飲管理學院學生至皇家學院

舉辦文化成長訓練營 

義守大學「原鄉社區長照實務觀摩與

體驗教學知能計畫」 

107.7.1-8.16 

辦理「107年度原住民職業

訓練計畫-照顧服務員訓練

計畫」 

1. 地點:皇家學院 

2. 結業人數:18名 

3. 各站培育人數: 

好茶文健站 3人、大武文健站 3人、

佳暮文健站 3人、谷川文健站 3人、

阿禮文健站 3人、霧台文健站 4人、

神山文健站 4人、吉露關懷據點 1人 

107.11.6 

協助有意申請文健站之部

落提報計畫 

核定 4新站:阿禮、好茶、佳暮、谷

川(屏府原輔字第 10800566200號函) 

108.1.28-1.30 

辦理新設文健站之照顧服

務員職前訓練 

1.地點:美園、高雄大寮、霧臺、神

山、大武等文健站觀摩 

2.參加人員:皇家學院院長、阿禮、



好茶、佳暮及谷川等新站照顧服務人

員計 7名 

107.1.29 

皇家學院與部落文化健康

站南區專管共同辦理文健

站工作會議 

主持人:林春鳳、張麗玉、皇家 

學院及南區督導計 7名。 

107.12.1 辦理 107年愛在霧台，聖誕

平安點燈活動及部落健康

長輩健康不打烊成果展 

1.地點:皇家學院。 

2.參加單位:屏東縣政府原民處、霧

臺鄉 

基督宗教聯合推動發展協會、衛生

所、義守大學師生、各宗教團體、部

落市集、3個文健站及 7關懷據點等

單位，共計 385人 

107/12/18 文化健康站觀摩 

地點:台東縣大武鄉、加羅板、古庄

部落文化健康站，汲取文健站工作經

驗。 

107/12/20 

社團法人中華家庭暨社區

展望協會合作辦理「弘揚孝

道計畫-敬老從心開始，助

我從老做起」 

1. 地點:皇家學院 

2. 參予人員:社團法人中華家庭暨社

區展望協會顏美慧及柯玉玲小

姐、皇家學院長輩及志工計 38名 

3. 設計之長期照顧服務相關活動，部

落分享、互助、彼此關懷之傳統核



心文化精神。 

108/6/12-14 

協助屏東縣政府辦理照顧

服務員遴選面試工作 

1.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2. 協辦:皇家學院 
3. 本鄉遴選人數: 
阿禮:2名、佳暮:2名、好茶:2名、

谷川:2名。 

4.場次:1 

108/10/16 

老人健康不打烊&文化健康

站成果  

1. 主辦單位:霧台鄉衛生所 
2. 協辦單位:霧臺鄉公所皇家學院 
3. 地點:好茶多功能活動中心 
4. 參加人員:屏東縣政府、縣議會、

皇家學院各分校學員 

場次:1 

108/12/5~6 

108年度屏東縣霧台鄉社

區暨志工觀摩活動 

1. 參加人員:文化健康站及志工攜手

小站志願服務人員、霧台鄉原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本所人員計 23人 

2. 觀摩地點: 南投台大教育園區、營

南社區、福山社區 

3. 研習內容: 
(1)志工成長訓練營、志願服務實際

運用經驗交流 
(2)討論績優社區設置要點 
4.支用經費 26萬元  

場次:1 

108.12.17 

屏東縣霧臺鄉 108年度志

工大會 

1. 參加人員:文化健康站及志工攜手

小站志願服務人員、霧台鄉原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本所人員計 100人 

2. 辦理地點:魯凱皇家學院 

3. 大會內容: 

(1) 遴選績優志願服務人員 
1.谷川:陳美智、柯秀英 
2.神山-陳寒梅、 陳春花、康恩

花、劉美英 
3.霧台-柯秋美、柯松英、麥月梅 
4.吉露-巴淑美、 賴怡樺、巴淑

美、巴淑嫺、凃正盛、麥秀美 
5.阿禮- 歐玉妹、柯儀君、巴憶

萍、張正花、柯美珍 
6.大武-、杜桂美、陳阿珠、蒲蒙香、

董秀菊、 
7.佳暮- 許松英、柯玲花、柯淑

芬、陳玲 



美、張雪梅 
8.好茶- 江子芊、石惠美、趙秋香、

張陳梅蘭、徐偉明 
(2) 遴選志願服務大隊長、各分站

站長 

1. 大隊長:柯秋美 

2. 分站長: 
何蓉(神山) 
歐培恩(阿禮) 
歐春梅(大武)陳玲美(佳暮)趙秋香

(好茶)賴怡樺(吉露) 
林美花(谷川) 
(3) 發放志願服務手冊計 20名 

(4) 志願服務人員經驗分享 

場次:1 

109.2月完工驗收 

107年前瞻基礎建設友善

空間整建工程案 

107年度文化健康站前瞻基礎建設工

程興建(內部整建)執行地點:霧台、

神山、大武 

108.12.31- 

109.07.30 

108年前瞻基礎建設友善

空間整建工程案 

108年度文化健康站前瞻基礎建設工

程興建(內部整建) 
執行地點:霧台、神山、大武、好

茶、佳暮、谷川、阿禮等 7站，會

同財經課共同會勘，協助各站提報

工程，經縣府核定啟動，預計於

109年 7月完竣。 

109.3.9- 

109.3.20 

109年前瞻基礎建設友善

空間整建工程案 

1.109年度文化健康站前瞻基礎建設

工程興建(內部整建) 

2.會同財經課共同會勘，協助各站提

報工程 
3.會勘地點:谷川、佳暮、阿禮、

好茶、大武、霧台 神、吉露等 8

站 

108.5-110.12 

衛生福利部阿禮吉露社區

活動中心 

109.3.23月工程上網公告。

109.4.7第一次工程招標開標 

 

  



2. 課程執行 

日期 工 作 項 目 內容 

108.3.11-108.11.31 文化與藝術 bengelrai 

1.講師:杜山雄 

參加對象:好茶分校、神山分校、阿禮

分校 

場次:15場次 

108.11.5 
文化課程-老少共學自

然資源 

1. 講師:督姑‧達拉巴洋 

2. 課程:收成（採咖啡）禮食（搖搖

飯 acpinulacengane石板烤肉

akame） 

3. 場次 1場次 

108.4.6-108.11.16 心靈課程-信仰人生篇 

1. 講師:洪春發、達努巴克‧拉歌拉

格 

2. 參加對象:佳暮分校 

3. 場次:10場次 

108.6.1-108.12.1 語言類-姓名學 

1. 講師:柯秋美 

2. 參加對象:谷川分校 

3. 場次:10場次 

108.10.1-109.01.31 傳記類-個人生命史 

11.講師:柯秋美 

2 參加對象:谷川分校 

3.場次:2場次 

108.3.1-108.11.31 適能課程健康操 

1. 講師:龍秀花 

2. 參加對象:佳暮分校、谷川分校、

霧臺分校、吉露分校 

3.場次:每個班 10場次 

108.7.3-109.3.31 
照顧服務員專業服務增

能課程 

1. 講師:杜玉慧、江美枝、督姑‧達

拉巴洋、達努巴克‧拉歌拉格等 

2. 課程:活躍老化.延緩失能、會議紀

錄法、魯凱語/文字、查核說明建

議與提醒、專業銀髮族體適能、動

作編排法/暖身動態、音樂的實用

與配合、志願服務特殊訓練 

3. 場次 10場次 

 

  



3. 活動連結 

日期 工 作 項 目 內容 

108.6.25 

108.6.26-6/.29 

授旗典禮-阿禮文健站參與全國

健康操至台東參加全國賽 

1. 參加人員:屏東縣議員、
鄉長、鄉民代表、社區理
事長、宗教人士、皇家學
院分校等約 80人 

2. 皇家學院人員親至台東
為團隊鼓舞士氣 

場次:2 

108.4/23-26 
霧台鄉內部落文化健康站 

揭牌典禮 

1參加人員:屏東縣政府、縣
議員、皇家學院等 
4. 揭牌單位:阿禮、好茶、

佳暮、谷川、神山 
5. 場次:5 

108.9.12 研討皇家學院成立工作 

1. 與會人員:皇家學院院
長、本所承辦課、潮州鎮
公所樂齡承辦 

2. 內容:共同諮詢有關設立
霧臺鄉內老人大學計畫
與工作內容(皇家學院) 

3. 場次:2 

108.9.20 魯凱皇家學院第二學期開學典禮 

1. 敦聘達努巴克‧拉歌拉格
擔任皇家學院院長 

2. 聘請 6名講師:包基成、
柯秋美、杜達偉、龍秀
花、杜山雄、洪春發等。 

3. 頒發 10名第一學期勤學
獎學員證書 

4. 參與對象:8個皇家學院
分校，屏東縣政府、議
員、鄉民代表等貴賓到
場，計 200名人員。 

5. 地點:皇家學院 
6. 場次:1 

 

108.11.01- 

109.2.19 

協助吉露部落申請文化健康站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吉露文化

健康站」 

1. 陪同吉露部落至屏東縣

政府簡報。 

2. 報告人:柯彩貞牧師、巴

淑嫻。 

3. 服務長輩人數:20人，2

名照顧服務員，開站

期:109.4.1 

4. 場次 3 

 

  



6. 督導訪視 

日期 工 作 項 目 內容 

108/4/17-19 協助原住民族委員會督導訪視 
訪視單位:霧臺、神山、大
武、佳暮、阿禮、好茶 
場次 5 

108/7/19 皇家學院分校訪視 

1. 訪視人員:皇家學院、本
所承辦課 

2. 訪視班級:霧臺、神山、
大武、阿禮、佳暮、谷
川、吉露、好茶等 

3. 場次 8 

108.11.8-108.11.15 協助文健站配合中央評鑑查核 

陪同中央原民會及屏東縣

政府至各部落文化健康站

進行年度查核。 

查核文健站:霧臺、神山、

大武、佳暮、谷川、阿禮、

好茶等 7站 

場次:8 

108.12.3 
108年度文化健康站暨皇家學

院 12月工作會報 

邀請部落 8個文化健康

站、衛生所、屏東基督教醫

院等相關單位進行業務討

論，人數 30人 

場次:1 

109.3.23 
109年度文化健康站暨皇家學

院 3月工作會報 

邀請部落 8個文化健康

站、衛生所、屏東基督教醫

院等相關單位進行業務討

論，人數 30人 

場次:1 

109.2.20 
109年度文化健康站暨皇家學

院 2月工作會報 

邀請部落 8個文化健康

站、衛生所、屏東基督教醫

院等相關單位進行業務討

論，人數 30人 

場次: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