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11 年度齊據一心銀力全開志工表揚活動 

資深志工受獎名單 

行政區 單位 得獎人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圳寮社區發展協會 鄭吳秋蒜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鎌村社區發展協會 羅碧珍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南田社區發展協會 謝錦蓮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北庄社區發展協會 郭美玲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上城社區發展協會 張瑞景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宋映雪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西寶社區發展協會 蕭玉珍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社區發展協會 張美菊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社區發展協會 王天惠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福隆社區發展協會 謝愛鸞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李慶春 

潭子區 臺中市潭仔墘社區文化協會 陳蕭對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社區發展協會 張淑霜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社區發展協會 林春美 

東勢區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傳道會(信義長青快樂學堂) 周秀月 

新社區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羅月圓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社區發展協會 李幸珠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朴子社區發展協會 林錘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社區發展協會 張黃玉霞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區聯合社區發展協會 邱趙鳳珠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社區發展協會 林麗華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社區發展協會 劉瑞雪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元極舞協會 曹聰輝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金星社區發展協會 樓美珠 

豐原區 臺中市新藥師公會 黃榆鈺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陳林綢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社區發展協會 陳月珠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劉月娥 

潭子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幸福關懷發展協會 林隆雄 

大雅區 臺中市麥之鄉產業發展協會 蕭素英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翁明社區發展協會 唐雪雲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健康促進協會 林玉絹 

新社區 臺中市新社區崑南社區發展協會 黃張素蘭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發展協會 蔡美女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清泉社區發展協會 蔡惇惇 

南屯區 社團法人台灣省慈心協會 賴秀糸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魏雲美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何安社區發協會 王慶玲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福和社區發協會 蘇秀聰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何明據點) 陳月珠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何明寶貝) 劉敏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福瑞社區發展協會臺 陳泊潭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發展協會 林春美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上德社區發展協會 王素卿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楊明珠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頂店社區發展協會 周素環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斗抵社區發展協會 蔡綉霞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何德社區發展協會 廖秀粉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許慶花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社區發展協會 盧雪嬌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南社社區發展協會 李泉聲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洛泉社區發展協會 陳滿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林阿滿 

西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謝滿妹 

西屯區 臺中市福雅長青關懷協會 許瑞玲 

南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興福關懷協會 何宜蓉 

南屯區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豐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周秀珍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社區發展協會 詹枝清 

南屯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沐風 60長者之愛關懷協會(大業據點) 張家菁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建興社區發展協會 葉灑雲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三厝社區發展協會會 戴景台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晉江社區發展協會 阮秀燕 

清水區 臺中市好生活愛護關懷協會 王葉柳霞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紀月昭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 蔡王秀珍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自強關懷協會 任蓉蓉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博愛關懷協會 周陳數 

外埔區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關懷協進會 胡添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張麗珠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六路社區發展協會 陳文義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湖日社區發展協會 黃陳阿桂 

南屯區 臺中市黎明城鄉發展協會 廖鳳珠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社區發展協會 翁娥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大新社區發展協會 何姵嬅 

太平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華明據點) 賴秀琴 

北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傳動據點 許鳳齡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城社區發展協會(新坪據點) 劉晁伶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城社區發展協會(新城據點) 賴嬌珠 

北屯區 臺中市沐風 60長者之愛關懷協會(北屯據點) 陳芬芬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社區發展協會 鄭淑雅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六股社區發展協會 林美子 



南區 臺中市番仔火文化協會 紀麗珍 

北屯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仁和樂活長青協會 林羿萱 

北屯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三木日光) 林書念 

南區 台中市南區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陳麗雲 

東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東區東英社區發展協會 戴秋玲 

西區 臺中市西區忠明社區發展協會 胡謝春燕 

太平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聖愛長青快樂學堂) 洪紅女 

南區 臺中市南區樹德社區發展協會 王如萍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蔡玉恩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陳怡君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李玉美 

南區 台中市南區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廖玉櫻 

北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新興據點) 臧玉素 

中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惠華長青快樂學堂) 林盈利 

西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協會 張玫如 

西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東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陳淑美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豐年社區發展協會 廖素琴 

北屯區 老五老基金會(大德照顧關懷據點) 陳愛𤦹𤦹 

東區 台中市東南長青會 吳淑美 

南區 臺中市南區福順社區發展協會 張美治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北柳社區發展協會 林不碟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何慧真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社區發展協會(立德關懷據點) 張瑞珠 

北屯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水景據點) 賴玉春 

西區 臺中市西區忠誠社區發展協會 林美秀 

西區 台中市和樂關懷協會 黃豔煌 

西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女發展協會 朱秀芳 

南區 臺中市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會 曾林送梅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興隆社區發展協會 徐櫻鸞 

北區 台中市北區錦村社區發展協會 王麗玉 

南區 台中市南區長春社區發展協會 易萍 

東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東區東信社區發展協會 許玉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