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區 職場名稱 獲得認證類別
1 臺南市 七 股區臺南市七股區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2 臺南市 下營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 臺南市 大內區 統一超商新大內門市 健康啟動標章
4 臺南市 山上區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5 臺南市 山上區 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 臺南市 中西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安平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 臺南市 中西區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 健康啟動標章
8 臺南市 中西區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9 臺南市 中西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安南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10 臺南市 中西區 新光三越台南西門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1 臺南市 中西區 中華電信台南營運處 健康啟動標章
12 臺南市 中西區 郭綜合醫院 健康啟動標章
13 臺南市 中西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健康促進標章
14 臺南市 中西區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中山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5 臺南市 中西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逢甲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16 臺南市 中西區 大億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7 臺南市 中西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公園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8 臺南市 中西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友愛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9 臺南市 中西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南民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0 臺南市 中西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赤崁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1 臺南市 仁德區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健康促進標章
22 臺南市 仁德區 永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23 臺南市 仁德區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健康促進標章
24 臺南市 仁德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仁德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5 臺南市 仁德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仁德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6 臺南市 六甲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白河下營課 健康啟動標章
27 臺南市 六甲區 懷恩護理之家 健康促進標章
28 臺南市 六甲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六甲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9 臺南市 北門區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荷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弘能家園 健康啟動標章
30 臺南市 北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店 健康啟動標章
31 臺南市 北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小北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2 臺南市 左鎮區 臺南市左鎮區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33 臺南市 永康區 飛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健康促進標章
34 臺南市 永康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中正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5 臺南市 永康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中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6 臺南市 永康區 璟馨婦幼醫院 健康啟動標章
37 臺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38 臺南市 永康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39 臺南市 永康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配電中心 健康促進標章
40 臺南市 永康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1 臺南市 永康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永康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2 臺南市 永康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灣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3 臺南市 永康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康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4 臺南市 玉井區 臺南市玉井區公所 健康啟動標章
45 臺南市 玉井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南縣玉井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46 臺南市 白河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白河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47 臺南市 白河區 恒大股份有限公司白河製造廠 健康啟動標章
48 臺南市 安平區 起將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9 臺南市 安平區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健康促進標章
50 臺南市 安平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永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1 臺南市 安平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華平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2 臺南市 安定區 華美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3 臺南市 安南區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4 臺南市 安南區 統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5 臺南市 安南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海佃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6 臺南市 安南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本淵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7 臺南市 安南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和順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8 臺南市 西港區 空軍防空暨飛彈第六二三營第二連 健康啟動標章
59 臺南市 西港區 台南市西港區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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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臺南市 佳里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佳里店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1 臺南市 佳里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佳里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62 臺南市 佳里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佳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3 臺南市 官田區 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4 臺南市 官田區 怡華實業股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5 臺南市 東山區 台南市東山區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66 臺南市 東山區 康健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67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68 臺南市 東區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健康促進標章
69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0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崇市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1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光明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2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北門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3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勝利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4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5 臺南市 南化區 南化區農會 健康啟動標章
76 臺南市 南區 亞洲航空(股)公司台南修護基地 健康促進標章
77 臺南市 南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金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8 臺南市 南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南西門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9 臺南市 後壁區 名人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80 臺南市 柳營區 江南渡假村 健康啟動標章
81 臺南市 柳營區 台糖畜殖事業部 健康啟動標章
82 臺南市 柳營區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柳營肉品廠 健康啟動標章
83 臺南市 柳營區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柳營廠 健康啟動標章
84 臺南市 將軍區 台南市將軍區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85 臺南市 將軍區 臺南市立將軍國民中學 健康啟動標章
86 臺南市 麻豆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87 臺南市 麻豆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善化麻豆課 健康啟動標章
88 臺南市 麻豆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麻豆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9 臺南市 善化區 誠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0 臺南市 善化區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C廠 健康促進標章
91 臺南市 善化區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觸控南科廠 健康促進標章
92 臺南市 善化區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觸控模組廠 健康促進標章
93 臺南市 善化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善化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94 臺南市 新化區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健康啟動標章
95 臺南市 新化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化中正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96 臺南市 新化區 私立臺南仁愛之家慢性精神病養護所 健康啟動標章
97 臺南市 新化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化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8 臺南市 新市區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Fab12A廠第二廠區 健康促進標章
99 臺南市 新市區 台灣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00 臺南市 新市區 英屬開曼群島商亞德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1 臺南市 新市區 直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2 臺南市 新市區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3 臺南市 新市區 台灣迪恩士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辦公室 健康促進標章
104 臺南市 新市區 荷蘭商漢微科股份有限公司南科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05 臺南市 新市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6 臺南市 新營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7 臺南市 新營區 營新醫院 健康啟動標章
108 臺南市 新營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營中正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09 臺南市 新營區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健康促進標章
110 臺南市 新營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1 臺南市 楠西區 臺南市楠西區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112 臺南市 學甲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佳里分學甲課 健康啟動標章
113 臺南市 學甲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學甲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4 臺南市 龍崎區 龍崎區清潔隊 健康啟動標章
115 臺南市 歸仁區 永芳鐵鍊五金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6 臺南市 歸仁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歸仁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117 臺南市 歸仁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歸仁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8 臺南市 關廟區 英屬維京群島商德星隆(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19 臺南市 關廟區 伊頓飛瑞慕品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20 臺南市 關廟區 關廟區公所 健康啟動標章



121 臺南市 關廟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關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2 臺南市 鹽水區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新營鹽水課 健康啟動標章
123 臺南市 鹽水區 雙鶴集團_勇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4 臺南市 鹽水區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鹽水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