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11 年度齊據一心銀力全開志工表揚活動 

長青模範生受獎名單 

行政區 單位 得獎人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社區發展協會 徐劉秀蘭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朱林香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北庄社區發展協會 張阿柑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社區發展協會 羅明治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鎌村社區發展協會 林深松 

豐原區 臺中市新藥師公會 江玉真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翁明社區發展協會 呂雪梅 

后里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福康關懷協會(慈厚宮) 陳吳秀英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社區發展協會 江金蘭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金星社區發展協會 張詹秀蘭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王林碧霞 

新社區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彭鍾娘妹 

后里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福康關懷協會(中和) 洪月娥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社區發展協會 莊桂玉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圳寮社區發展協會 張庚申 

和平區 臺中市和平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劉張明月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傅玉鳳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社區發展協會 雷陳蜜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社區發展協會 蔡秋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大楓社區發展協會 張坤墻 

潭子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幸福關懷發展協會 林徐双娥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元極舞協會 李坤隆 

新社區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社區發展協會 劉滿娘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鄧林嬌 

新社區 臺中市新社區崑南社區發展協會 黃張豐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社區發展協會 許晴雄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社區發展協會 黃進二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西寶社區發展協會 李張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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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詹東芽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林黃秀雲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福隆社區發展協會 劉余雙娘 

潭子區 臺中市潭仔墘社區文化協會 劉李梅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區聯合社區發展協會 張秀雀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上雅社區發展協會 陳文煥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健康促進協會 邱阿絨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發展協會 施童抱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社區發展協會 洪張格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清泉社區發展協會 邱廷慶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聖母發展協會 紀黃初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詹錦成 

西屯區 台中市何成長青協會 陳芳助 

西屯區 台中市東榮八福社區關懷協會 蘇久美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何安社區發協會 何林秀英 

西屯區 臺中市東海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劉素存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發展協會 郭火樹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福和社區發展協會 施東壁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何明據點) 何陳玉修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何明寶貝) 陳武義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福瑞社區發展協會臺 葉彭鏬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上德社區發展協會 葉王彩珠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郭樹皮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豐樂社區發展協會 江義隆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斗抵社區發展協會 白林阿照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陳林綉霞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社區發展協會 馬瑞雲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南社社區發展協會 陳楊玉花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洛泉社區發展協會 巫心莟 

南屯區 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楊賴美華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朱彩文 

西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李許淑美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江麗紅 

西屯區 臺中市福雅長青關懷協會 陳邱素絹 

南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興福關懷協會 陳黃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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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洪梅 

南屯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沐風 60長者之愛關懷協會(田新據點) 石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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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惠英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何德社區發展協會 張岳美秀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建興社區發展協會 黃嘉德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三厝社區發展協會 高吳麗雲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晉江社區發展協會 黃碧女 

清水區 臺中市好生活愛護關懷協會 蔡香仔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蔡萼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龍東社區發展協會 施月娥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 王蔡金枝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自強關懷協會 趙波枝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博愛關懷協會 顏碧女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謝寶珍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六路社區發展協會 柯金花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湖日社區發展協會 楊春財 

南屯區 臺中市黎明城鄉發展協會 王燦祥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社區發展協會 張巧氛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吳永源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城社區發展協會(新坪據點) 楊秀珠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城社區發展協會(新城據點) 林謹 

北屯區 臺中市沐風 60長者之愛關懷協會 蔡綉英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大新社區發展協會 葉陳秋菊 

北區 臺中市北區育德社區發展協會 賴明琴 

北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傳動據點 呂金鈴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社區發展協會 湯林碧雲 

西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後龍據點) 賴美雪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六股社區發展協會 黃秀妹 

南區 臺中市番仔火文化協會 謝春枝 

北屯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仁和樂活長青協會 賴黃桂香 

太平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華明據點) 邱燕冬 

太平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植幸福據點) 楊勝堯 

北屯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幸福樂齡據點) 郭美欐 

北屯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三木日光) 蔡娟 

北區 臺中市北區賴興社區發展協會 魏張阿謹 

西區 臺中市西區忠明社區發展協會 賴游淑雲 

東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東區東英社區發展協會 陳玉燕 

南區 臺中市南區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吳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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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李翠純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孫謝治 

南區 臺中市南區樹德社區發展協會 辜秋月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余惠美 

中區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關顧協會 黃陳春和 

南區 台中市南區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劉玉華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劉惠美 

北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新興據點) 賴麗雪 

南區 臺中市南區福順社區發展協會 林金葉 

南區 台中市南區長春社區發展協會 黃碧玉 

中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心基金會 李輝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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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美純 

中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惠華長青快樂學堂) 楊明穎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社區發展協會(長青樂活站) 錢陳雪如 

中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中區) 許秋霞 

北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 胡葉笑華 

西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協會 曹玉燕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北柳社區發展協會 陳林綠雲 

北屯區 臺中市興安柳陽關懷協會 柯辰夫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豐年社區發展協會 施淑珍 

北屯區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社區發展協會 鄭林阿雪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興隆社區發展協會 林張喜美 

北屯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水景據點) 洪蘇翠娥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社區發展協會(立德關懷據點) 紀武雄 

西區 臺中市西區忠誠社區發展協會 張碧雲 

東區 臺中市東南長青會 方吉雄 

西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女發展協會 林陳美枝 

北屯區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大德照顧關懷據點) 李珊 

北區 台中市北區錦村社區發展協會 張王秀梅 

西區 台中市和樂關懷協會 王高美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