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區 職場名稱 獲得認證類別
1 屏東縣 九如鄉 裕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 屏東縣 三地門鄉屏東縣三地門鄉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3 屏東縣 三地門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三地門分駐所 健康促進標章
4 屏東縣 內埔鄉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健康啟動標章
5 屏東縣 內埔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內埔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6 屏東縣 內埔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標章
7 屏東縣 竹田鄉 華翔金屬企業(股)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 屏東縣 牡丹鄉 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9 屏東縣 牡丹鄉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健康啟動標章
10 屏東縣 車城鄉 屏東縣車城鄉公所清潔隊 健康啟動標章
11 屏東縣 車城鄉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車城分駐所 健康啟動標章
12 屏東縣 里港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里港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3 屏東縣 里港鄉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里港分隊 健康啟動標章
14 屏東縣 里港鄉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大平派出所 健康啟動標章
15 屏東縣 里港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里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6 屏東縣 佳冬鄉 屏東佳冬鄉公所 健康啟動標章
17 屏東縣 佳冬鄉 佳冬鄉農會 健康啟動標章
18 屏東縣 來義鄉 屏東縣來義鄉民代表會 健康啟動標章
19 屏東縣 來義鄉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來義分駐所 健康啟動標章
20 屏東縣 東港鎮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21 屏東縣 東港鎮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22 屏東縣 東港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東昇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23 屏東縣 東港鎮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東港營運所 健康啟動標章
24 屏東縣 東港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東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5 屏東縣 枋山鄉 隆安旅館 健康啟動標章
26 屏東縣 枋山鄉 屏東縣楓港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27 屏東縣 枋寮鄉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分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28 屏東縣 枋寮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枋寮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29 屏東縣 枋寮鄉 申豐特用應材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0 屏東縣 枋寮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枋寮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1 屏東縣 林邊鄉 林邊鄉農會 健康啟動標章
32 屏東縣 林邊鄉 屏東縣仁和國小 健康啟動標章
33 屏東縣 南州鄉 屏東縣南州鄉同安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34 屏東縣 南州鄉 芙玉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5 屏東縣 屏東市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6 屏東縣 屏東市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屏東濟南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37 屏東縣 屏東市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屏東中正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38 屏東縣 屏東市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區營業處 健康促進標章
39 屏東縣 屏東市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40 屏東縣 屏東市 元晶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 健康促進標章
41 屏東縣 屏東市 台灣本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42 屏東縣 屏東市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43 屏東縣 屏東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廣東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4 屏東縣 屏東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四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5 屏東縣 屏東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屏生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6 屏東縣 恆春鎮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健康促進標章
47 屏東縣 恆春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枋寮恆春課 健康啟動標章
48 屏東縣 恆春鎮 台灣電力公司第三核能發電廠 健康啟動標章
49 屏東縣 春日鄉 屏東縣春日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健康啟動標章
50 屏東縣 崁頂鄉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保事業營運分處崁頂垃圾焚化廠 健康啟動標章
51 屏東縣 泰武鄉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發展協會 健康促進標章
52 屏東縣 琉球鄉 琉球居家護理所 健康啟動標章
53 屏東縣 琉球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東港琉球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54 屏東縣 高樹鄉 早安美芝城早餐店 健康啟動標章
55 屏東縣 高樹鄉 高樹倉庫咖啡 健康啟動標章
56 屏東縣 高樹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高樹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7 屏東縣 新埤鄉 屏東縣私立經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健康促進標章
58 屏東縣 新埤鄉 屏東縣私立宜安老人養護中心 健康啟動標章
59 屏東縣 新埤鄉 屏東縣私立宜家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健康啟動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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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屏東縣 新園鄉 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1 屏東縣 獅子鄉 屏東縣獅子鄉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62 屏東縣 萬丹鄉 屏東縣萬丹鄉公所 健康啟動標章
63 屏東縣 萬丹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萬丹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64 屏東縣 萬丹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萬丹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5 屏東縣 萬巒鄉 橘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6 屏東縣 滿州鄉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小墾丁渡假村 健康啟動標章
67 屏東縣 滿州鄉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系統發展中心九鵬基地 健康促進標章
68 屏東縣 瑪家鄉 瑪家鄉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69 屏東縣 瑪家鄉 瑪家鄉佳義派出所 健康促進標章
70 屏東縣 潮州鎮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健康啟動標章
71 屏東縣 潮州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72 屏東縣 潮州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潮州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3 屏東縣 潮州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4 屏東縣 霧臺鄉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霧台分隊 健康促進標章
75 屏東縣 霧臺鄉 屏東縣霧臺鄉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76 屏東縣 麟洛鄉 藝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77 屏東縣 鹽埔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鹽埔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