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區 職場名稱 獲得認證類別
1 彰化縣 二水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二水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2 彰化縣 二水鄉 中華郵政二水郵局57支局 健康啟動標章
3 彰化縣 二水鄉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二水服務所 健康啟動標章
4 彰化縣 二水鄉 三光米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 彰化縣 二林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二林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6 彰化縣 二林鎮 洪宗鄰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健康啟動標章
7 彰化縣 二林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二林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8 彰化縣 二林鎮 二林福倫藥局 健康促進標章
9 彰化縣 二林鎮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二林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 彰化縣 二林鎮 馨舞極穴位養生館 健康促進標章
11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縣私立聖家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2 彰化縣 二林鎮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第八十五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 彰化縣 二林鎮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第二一一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4 彰化縣 二林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二林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 彰化縣 大村鄉 禹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6 彰化縣 大村鄉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健康啟動標章
17 彰化縣 大村鄉 大村鄉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18 彰化縣 大村鄉 村上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19 彰化縣 大村鄉 村東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20 彰化縣 大村鄉 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 健康啟動標章
21 彰化縣 大村鄉 大葉大學 健康啟動標章
22 彰化縣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國小 健康啟動標章
23 彰化縣 大村鄉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健康啟動標章
24 彰化縣 大城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大城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25 彰化縣 大城鄉 彰化縣大城鄉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26 彰化縣 大城鄉 大城順順藥局 健康促進標章
27 彰化縣 大城鄉 彰化縣大城國小 健康啟動標章
28 彰化縣 北斗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斗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29 彰化縣 北斗鎮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健康促進標章
30 彰化縣 北斗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北斗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31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32 彰化縣 北斗鎮 小樹苗兒科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33 彰化縣 北斗鎮 蔡瑞聰耳鼻喉科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34 彰化縣 北斗鎮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北斗郵局 健康啟動標章
35 彰化縣 北斗鎮 龍口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6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華桀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37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理想園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38 彰化縣 永靖鄉 東寧農村 健康啟動標章
39 彰化縣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40 彰化縣 永靖鄉 大樹連鎖藥局-永靖瑚璉店 健康啟動標章
41 彰化縣 永靖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永靖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42 彰化縣 田中鎮 明輝藥局 健康啟動標章
43 彰化縣 田中鎮 台灣鐵路管理局田中站 健康啟動標章
44 彰化縣 田中鎮 金鼎獎文具商行 健康啟動標章
45 彰化縣 田中鎮 品帥食堂 健康啟動標章
46 彰化縣 田中鎮 仁和醫院 健康啟動標章
47 彰化縣 田中鎮 咖啡熊 健康啟動標章
48 彰化縣 田中鎮 員林汽車客運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9 彰化縣 田中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田中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50 彰化縣 田中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田中二站加油站健康啟動標章
51 彰化縣 田中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田中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2 彰化縣 田尾鄉 彰化縣私立仁仁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53 彰化縣 田尾鄉 彰化縣私立親美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54 彰化縣 田尾鄉 彰化縣田尾鄉立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55 彰化縣 田尾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田尾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56 彰化縣 竹塘鄉 彰化縣竹塘鄉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57 彰化縣 竹塘鄉 桂林蔥抓餅 健康啟動標章
58 彰化縣 竹塘鄉 上賀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59 彰化縣 竹塘鄉 早安美芝城 健康啟動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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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彰化縣 竹塘鄉 竹塘鄉公所 健康啟動標章
61 彰化縣 伸港鄉 冰屋雪花冰 健康啟動標章
62 彰化縣 伸港鄉 好品味自助餐 健康啟動標章
63 彰化縣 伸港鄉 和泰機車行 健康啟動標章
64 彰化縣 伸港鄉 順圓利機車行 健康啟動標章
65 彰化縣 伸港鄉 三立電器行 健康啟動標章
66 彰化縣 伸港鄉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 健康促進標章
67 彰化縣 伸港鄉 伸港藥局 健康啟動標章
68 彰化縣 伸港鄉 金明興興業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9 彰化縣 伸港鄉 建發企業社 健康啟動標章
70 彰化縣 伸港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伸港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71 彰化縣 秀水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秀水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72 彰化縣 秀水鄉 健全藥局 健康促進標章
73 彰化縣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74 彰化縣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明正國小 健康啟動標章
75 彰化縣 和美鎮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76 彰化縣 和美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和美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77 彰化縣 和美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和美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78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小叮噹幼兒園 健康促進標章
79 彰化縣 和美鎮 私立米強生幼兒園 健康促進標章
80 彰化縣 和美鎮 美爾頓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81 彰化縣 和美鎮 私立巧宜家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82 彰化縣 和美鎮 三多藥局 健康啟動標章
83 彰化縣 和美鎮 庚新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84 彰化縣 和美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85 彰化縣 社頭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社頭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86 彰化縣 社頭鄉 蜜蜂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87 彰化縣 社頭鄉 景新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88 彰化縣 社頭鄉 靜宜身心靈美容SPA 健康啟動標章
89 彰化縣 社頭鄉 彰化縣私立資優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90 彰化縣 社頭鄉 彰化縣私立大自然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91 彰化縣 社頭鄉 張景仁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92 彰化縣 社頭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社頭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93 彰化縣 社頭鄉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健康促進標章
94 彰化縣 社頭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社頭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5 彰化縣 芬園鄉 芬園鄉公所 健康啟動標章
96 彰化縣 芬園鄉 芬園鄉郵局 健康啟動標章
97 彰化縣 芬園鄉 統一超商7-11 健康啟動標章
98 彰化縣 芬園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芬園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99 彰化縣 花壇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花壇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00 彰化縣 花壇鄉 三春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101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消防局花壇消防分隊 健康啟動標章
102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戶政事務所花壇辦公室 健康啟動標章
103 彰化縣 花壇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花壇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04 彰化縣 芳苑鄉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芳苑廠) 健康促進標章
105 彰化縣 芳苑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芳苑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06 彰化縣 芳苑鄉 芳苑消防分隊 健康啟動標章
107 彰化縣 芳苑鄉 芳苑公所 健康啟動標章
108 彰化縣 芳苑鄉 芳苑藥局 健康啟動標章
109 彰化縣 員林市 員生醫院 健康啟動標章
110 彰化縣 員林市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員林第二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11 彰化縣 員林市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員大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112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健康啟動標章
113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健康啟動標章
114 彰化縣 員林市 慈愛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15 彰化縣 員林市 育光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16 彰化縣 員林市 惠泉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17 彰化縣 員林市 迪士尼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18 彰化縣 員林市 有限責任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附設彰化縣私立員家幼兒園健康啟動標章
119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喜巧兒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20 彰化縣 員林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員林員東路加油站健康啟動標章



121 彰化縣 員林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員林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22 彰化縣 員林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橋頭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23 彰化縣 員林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員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4 彰化縣 員林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員中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5 彰化縣 員林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靜修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6 彰化縣 埔心鄉 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7 彰化縣 埔心鄉 任安堂中醫診所 健康啟動標章
128 彰化縣 埔心鄉 大義家生鮮五金百貨超市 健康啟動標章
129 彰化縣 埔心鄉 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埔心分社 健康啟動標章
130 彰化縣 埔心鄉 小城百貨有限公司埔心店 健康啟動標章
131 彰化縣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埔心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132 彰化縣 埔心鄉 埔心忠義店OK超商 健康啟動標章
133 彰化縣 埔心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員林快速道加油站健康啟動標章
134 彰化縣 埔心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埔心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35 彰化縣 埔鹽鄉 和勤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36 彰化縣 埔鹽鄉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37 彰化縣 埔鹽鄉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國小 健康啟動標章
138 彰化縣 埔鹽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埔鹽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39 彰化縣 埔鹽鄉 彰化縣南港國小 健康啟動標章
140 彰化縣 埤頭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北斗交流道加油站健康啟動標章
141 彰化縣 埤頭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埤頭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42 彰化縣 埤頭鄉 7-11合興門市 健康啟動標章
143 彰化縣 埤頭鄉 主婦生鮮超市-埤頭店 健康促進標章
144 彰化縣 埤頭鄉 益張實業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45 彰化縣 鹿港鄉 繼茂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46 彰化縣 鹿港鄉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彰濱鹿港廠 健康啟動標章
147 彰化縣 鹿港鄉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廠 健康啟動標章
148 彰化縣 鹿港鄉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健康促進標章
149 彰化縣 鹿港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鹿港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150 彰化縣 鹿港鄉 永森食品(麥仕佳)行 健康啟動標章
151 彰化縣 鹿港鄉 利銘塑膠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2 彰化縣 鹿港鄉 台彰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53 彰化縣 鹿港鄉 隆興皮件 健康啟動標章
154 彰化縣 鹿港鄉 築間幸福鍋物 健康啟動標章
155 彰化縣 鹿港鄉 欣之味素食烘培 健康啟動標章
156 彰化縣 鹿港鄉 東椿工業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7 彰化縣 鹿港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鹿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58 彰化縣 溪州鄉 忠勝利機車行 健康啟動標章
159 彰化縣 溪州鄉 中油溪州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60 彰化縣 溪州鄉 乙加商行 健康啟動標章
161 彰化縣 溪州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溪州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62 彰化縣 溪湖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溪湖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63 彰化縣 溪湖鎮 中竹禮儀鮮花部 健康啟動標章
164 彰化縣 溪湖鎮 中興蠟燭廠 健康啟動標章
165 彰化縣 溪湖鎮 盛升企業社 健康啟動標章
166 彰化縣 溪湖鎮 祥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67 彰化縣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湖北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168 彰化縣 溪湖鎮 順利西佛國 健康啟動標章
169 彰化縣 溪湖鎮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溪湖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70 彰化縣 溪湖鎮 溪湖鎮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171 彰化縣 溪湖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溪湖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72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健康啟動標章
173 彰化縣 彰化市 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74 彰化縣 彰化市 金豐機器工業服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75 彰化縣 彰化市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彰鑫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176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威爾森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77 彰化縣 彰化市 佐登妮絲國際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78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市立爵諾威爾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79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私立喜悅兒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曉陽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1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均成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2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探索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3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捷樂蒂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4 彰化縣 彰化市 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85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和平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6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市東區衛生所 健康啟動標章
187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吉的堡中興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8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陳興幼兒園 健康啟動標章
189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彰化國聖加油站健康啟動標章
190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彰化中華路加油站健康啟動標章
191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彰化中山路加油站健康啟動標章
192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彰化服務中心健康啟動標章
193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彰化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194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95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彰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96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彰化三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97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旭光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98 彰化縣 彰化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彰民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99 彰化縣 福興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福興加油站 健康啟動標章
200 彰化縣 福興鄉 福興鄉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201 彰化縣 福興鄉 福興鄉鄉立幼兒園-西區 健康促進標章
202 彰化縣 福興鄉 福興鄉鄉立幼兒園-東區 健康促進標章
203 彰化縣 福興鄉 彰化縣縣立福興國中 健康促進標章
204 彰化縣 福興鄉 天慈生命禮儀 健康促進標章
205 彰化縣 福興鄉 慶安診所 健康促進標章
206 彰化縣 福興鄉 育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健康促進標章
207 彰化縣 線西鄉 線西農會 健康啟動標章
208 彰化縣 線西鄉 線西鄉衛生所 健康促進標章
209 彰化縣 線西鄉 線西消防隊 健康啟動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