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名稱 職  稱 姓名

1 鹿港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張秀琴

2 鹿港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黃秋子

3 和美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郭秀霞

4 和美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段容容

5 線西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王娟娟

6 線西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陳素雲

7 福興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顏守永

8 福興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張惠媚

9 秀水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劉進坤

10 秀水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梁淑華

11 花壇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施秀媛

12 花壇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葉秀梅

13 芬園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許錦惠

14 芬園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許玲華

15 伸港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周政民

16 伸港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許瑞馨

17 員林市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白淑麗

18 員林市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陳麗花

19 員林市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吳雅美

20 溪湖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蘇清美

21 田中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巫翠芬

22 田中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林芳竹

23 大村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劉淑文

24 大村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許玉霞

25 埔鹽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徐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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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埔鹽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張美霞

27 埔心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王絨

28 埔心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鄒來盛

29 永靖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賴金杯

30 永靖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張金洽

31 社頭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賴玉華

32 社頭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蕭照

33 社頭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邱秀真

34 社頭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張籃尹

35 二水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楊麗華

36 二水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紀藍碧珠

37 北斗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陳月英

38 北斗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葉秀蘭

39 二林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陳寶春

40 二林鎮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黃惠真

41 田尾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楊秀鑾

42 田尾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范錦文

43 田尾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林素真

44 埤頭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廉月雲

45 埤頭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朱寶玉

46 芳苑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盧縈緹

47 芳苑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廖豔嬌

48 大城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洪  愛

49 大城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王玉玲

50 竹塘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詹素真

51 溪州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隊長 陳原次

52 溪州鄉衛生所衛生保健志工隊 副隊長 楊細娟

53
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衛生保

健志工隊
隊長 李金鳳

54
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衛生保

健志工隊
副隊長 曾秀珍



55
彰化市東區衛生所衛生保健志

工隊
隊長 郭慧英

56
彰化市東區衛生所衛生保健志

工隊
副隊長 劉意文

57
彰化市東區衛生所衛生保健志

工隊
副隊長 鄭玉雪

58 鹿港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施勝建

59 鹿港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許恭隆

60 和美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林鶴財

61 和美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丁信功

62 線西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黃朝登

63 線西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黃共灝

64 福興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柯勉

65 福興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陳河傳

66 福興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蘇建和

67 秀水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林振輝

68 秀水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陳招治

69 秀水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楊曜聰

70 芬園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藍正中

71 芬園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簡慶強

72 伸港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姚琦揚

73 伸港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周正斌

74 員林市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賴佳享

75 員林市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吳福南

76 員林市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廖秀研

77 溪湖鎮衛生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楊福建

78 溪湖鎮衛生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陳杉銘

79 田中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許益南

80 大村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黃潮川

81 大村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賴碧珠

82 埔鹽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黃素錦



83 埔鹽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施永玉

84 埔心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吳柏杭

85 埔心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吳世傑

86 永靖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黃維欣

87 永靖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劉榮任

88 永靖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廖秀媚

89 社頭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劉信佑

90 社頭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張育豪

91 二水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劉阿葉

92 二水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卓麗娜

93 北斗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林淑真

94 北斗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黃明政

95 二林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鍾進丁

96 二林鎮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王月雲

97 田尾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陳錦津

98 田尾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邱模

99 埤頭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王振銘

100 芳苑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陳昆東

101 大城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蔡鴻喜

102 大城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吳生發

103 大城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王祺會

104 大城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蔡進騰

105 大城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王進德

106 竹塘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林淑女

107 溪州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黃寶玉

108 溪州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洪淑華

109
彰化市南西北區社區衛生促進

委員會
召集人 楊東林

110
彰化市南西北區社區衛生促進

委員會
副召集人 張啟暉

111 彰化市東區社區衛生促進委員 召集人 林伯龍



112 彰化市東區社區衛生促進委員 副召集人 江松治

113 彰化市東區社區衛生促進委員 副召集人 黃錦忠

114 彰化市東區社區衛生促進委員 副召集人 鄭淑珠

115 花壇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召集人 吳森全

116 花壇鄉社區衛生促進委員會 副召集人 林雅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