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10 年度據星閃耀志工表揚活動 

資深志工得獎名單 

行政區 單                    位 得獎人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建興社區發展協會 鄭劉美津 

大甲區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 羅承憲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饒明源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社區發展協會 林詹如玉 

大安區 臺中市大安區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吳郭綉香 

大肚區 臺中市幸福心志工協會 吳玉女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發展協會 趙淑芬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磺溪社區發展協會 江梅雀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戴春嬌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社腳社區發展協會 趙來春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自強關懷協會 陳芳稹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中新社區發展協會 陳妙宜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大新社區發展協會 楊美芳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社區發展協會 游証淇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上雅社區發展協會 胡秋蓮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社區發展協會 楊玉寶 

中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惠華長青快樂學堂) 陳玉琴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豐年社區發展協會 簡淑彥 

太平區 臺中市宜佳人文關懷協會 謝彩霞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社區發展協會(立德站) 吳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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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界水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光隆社區發展協會 陳敏玲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興隆社區發展協會 張朝宗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黃麗玲 

太平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華明據點) 鄒景美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城社區發展協會(新城據點) 徐碧玉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新城社區發展協會(新坪據點) 劉素秋 

北屯區 臺中市北屯區水湳社區發展協會 楊阿春 

北屯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無極證道院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傅採雲 

北屯區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大德據點) 劉振翔 

北屯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三木日光) 李菲菲 

北區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傳動據點) 呂金鈴 

北區 臺中市北區育德社區發展協會 陳碧珠 

北區 臺中市北區錦村社區發展協會 鄭香鑾 

北區 臺中市北區中達社區發展協會 陳先惠 

北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 許淑卿 

北區 臺中市尾張仔文化協會 林桂香 



北區 台中市北區建成社區發展協會 黃惠玲 

北區 台中市永恆愛心關懷協會 古雪妹 

外埔區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關懷協進會 陳蜜花 

外埔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康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水美據點) 吳瓊嬌 

外埔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康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大東據點) 王秀琴 

外埔區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關懷協進會 尤秀鑾 

石岡區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大土牛) 劉瑞英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王鄭鏬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黃淑梅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社區發展協會 陳李秀琴 

后里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福康關懷協會(慈厚宮) 施玉惠 

后里區 臺中市后里區聯合社區發展協會 洪張美惠 

西屯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何明據點) 葉純綾 

西屯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何明寶貝據點) 林秀絨 

西屯區 臺中市福雅長青關懷協會 林玟秀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福和社區發展協會 駱美卿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何德社區發展協會 張碧玉 

西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許淑慧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何安社區發展協會 黃行春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福瑞社區發展協會 秦陳月淑 



西屯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阮芳娜 

西屯區 台中市何成長青協會 謝素鳳 

西區 臺中市西區忠明社區發展協會 賴黃含笑 

西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女發展協會 劉翊萱 

西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後龍據點) 王美華 

西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東昇據

點) 

張淑華 

西區 臺中市和樂關懷協會 廖春鳳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純鈴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清泉社區發展協會 何月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斗抵社區發展協會 邱月涼 

沙鹿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忘憂草協會 楊美玉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六路社區發展協會 林秀猜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發展協會 陳麗卿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晉江社區發展協會 張麗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社區發展協會 王明正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西勢寮社區發展協會 陳錦桂 

東區 台中市水噹噹關懷協會 陳幼 

東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東區東英社區發展協會 黃淑瑛 

東區 台中市東區東勢社區發展協會 林宥汝 



東區 臺中市東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黃美維 

東區 有限責任臺中市橋僾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林進財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上城社區發展協會 張秀蘭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福隆社區發展協會 劉秀梅 

東勢區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社區發展協會 陳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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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徐富娘 

南屯區 臺中市黎明城鄉發展協會 張錦銓 

南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興福關懷協會 黃王麗清 

南屯區 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秀鳳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社區發展協會 徐婉嫻 

南區 臺中市番仔火文化協會 楊妙玲 

南區 臺中市南區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林淑娟 

南區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陳秀珍 

南區 臺中市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會 江茂宗 

南區 臺中市南區福順社區發展協會 江春友 

南區 臺中市南區長春社區發展協會 林碧珍 

南區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宏恩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王翠滿 

南區 臺中市南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江連潭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社區發展協會 陳阿香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湖日社區發展協會 賴水梅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賴秀珠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賴陳盡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陳王美佐 

神岡區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林來有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大庄社區發展協會 陳彩鳳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 吳桂春 

清水區 臺中市好生活愛護關懷協會 王秀蘭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博愛關懷協會 郝立平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南社社區發展協會 顏陳引 

新社區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傳道會(新社長青快樂學堂) 楊嫦英 

新社區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陳采汝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社區發展協會 魏秀雲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聚興社區發展協會 游美玲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健康促進協會 宋梅英 

潭子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幸福關懷發展協會 邱秀菊 

潭子區 臺中市潭仔墘社區文化協會 楊淑惠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社區發展協會 林上青 

龍井區 臺中市環保慈善會 陳張祝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東海社區發展協會 王彩雲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蔡紫雲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社區發展協會 魏明珍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翁明社區發展協會 林碧霞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圳寮社區發展協會 賴陳金麗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南村社區發展協會 吳秀霞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南田社區發展協會 詹日謹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鎌村社區發展協會 陳芳玲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翁社社區發展協會 羅月春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社區發展協會 林廖英昭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丁台社區發展協會 張陽周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六股社區發展協會 李秋月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北柳社區發展協會 張明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