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區 職場名稱 獲得認證類別
1 雲林縣 二崙鄉 雲林縣二崙鄉旭光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標章
2 雲林縣 二崙鄉 台灣電力公司雲林區處二崙服務所 健康促進標章
3 雲林縣 二崙鄉 二崙鄉公所 健康促進標章
4 雲林縣 口湖鄉 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健康促進標章
5 雲林縣 口湖鄉 雲林縣立宜梧國民中學 健康啟動標章
6 雲林縣 口湖鄉 祥益食品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7 雲林縣 土庫鎮 保證責任雲林縣子茂果菜生產合作社 健康促進標章
8 雲林縣 大埤鄉 德聿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9 雲林縣 大埤鄉 大埤鄉公所 健康促進標章
10 雲林縣 大埤鄉 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1 雲林縣 元長鄉 台億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12 雲林縣 元長鄉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3 雲林縣 斗六市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14 雲林縣 斗六市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斗六服務所 健康促進標章
15 雲林縣 斗六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健康促進標章
16 雲林縣 斗六市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17 雲林縣 斗六市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斗六二廠 健康啟動標章
18 雲林縣 斗六市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廠) 健康促進標章
19 雲林縣 斗六市 歐普仕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0 雲林縣 斗六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1 雲林縣 斗六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雲科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2 雲林縣 斗六市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鎮北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3 雲林縣 斗南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24 雲林縣 斗南鎮 鴻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5 雲林縣 斗南鎮 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6 雲林縣 斗南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27 雲林縣 水林鄉 雲林縣水林鄉中興國民小學 健康啟動標章
28 雲林縣 水林鄉 王堡興業有限公司(雲林水林廠) 健康促進標章
29 雲林縣 水林鄉 雲林縣水林鄉公所 健康促進標章
30 雲林縣 北港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大樓 健康啟動標章
31 雲林縣 北港鎮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健康促進標章
32 雲林縣 北港鎮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北港營運所 健康促進標章
33 雲林縣 北港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34 雲林縣 古坑鄉 雲林縣消防局古坑消防分隊 健康促進標章
35 雲林縣 古坑鄉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古坑營運所 健康促進標章
36 雲林縣 四湖鄉 雲林縣四湖鄉福祺食品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37 雲林縣 四湖鄉 四湖鄉農會 健康促進標章
38 雲林縣 西螺鎮 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 健康啟動標章
39 雲林縣 西螺鎮 雲林縣消防局第二大隊西螺分隊 健康啟動標章
40 雲林縣 西螺鎮 雲林縣西螺鎮公所清潔隊 健康啟動標章
41 雲林縣 西螺鎮 雲林縣私立東南國中 健康促進標章
42 雲林縣 西螺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西螺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43 雲林縣 東勢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展業台西通訊處 健康啟動標章
44 雲林縣 東勢鄉 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東勢辦公室 健康促進標章
45 雲林縣 東勢鄉 永久業有限公司（雲林東勢賣場） 健康啟動標章
46 雲林縣 林內鄉 雲林縣立林內國小 健康促進標章
47 雲林縣 林內鄉 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健康促進標章
48 雲林縣 林內鄉 雲林縣消防局第一大隊林內分隊 健康促進標章
49 雲林縣 虎尾鎮 虎尾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標章
50 雲林縣 虎尾鎮 台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51 雲林縣 虎尾鎮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52 雲林縣 虎尾鎮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虎尾大樓 健康促進標章
53 雲林縣 虎尾鎮 台灣自來水股份公司第五區管理處虎尾服務所 健康促進標章
54 雲林縣 虎尾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虎尾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5 雲林縣 虎尾鎮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虎尾二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56 雲林縣 崙背鄉 雲林縣崙背鄉農會推廣股-家政班 健康促進標章
57 雲林縣 崙背鄉 雲林縣崙背鄉東興國民小學 健康促進標章
58 雲林縣 麥寮鄉 台塑石化公司麥寮碼槽處 健康促進標章
59 雲林縣 麥寮鄉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麥寮廠 健康促進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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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雲林縣 麥寮鄉 台塑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1 雲林縣 麥寮鄉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2 雲林縣 麥寮鄉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麥寮廠 健康啟動標章
63 雲林縣 麥寮鄉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麥寮廠 健康促進標章
64 雲林縣 麥寮鄉 台塑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5 雲林縣 麥寮鄉 南中石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6 雲林縣 麥寮鄉 六輕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67 雲林縣 麥寮鄉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麥寮分公司 健康啟動標章
68 雲林縣 莿桐鄉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 健康啟動標章
69 雲林縣 莿桐鄉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促進標章
70 雲林縣 臺西鄉 雲林縣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臺西分隊 健康啟動標章
71 雲林縣 臺西鄉 雲林縣臺西鄉農會信用部崙豐分部 健康啟動標章
72 雲林縣 褒忠鄉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褒忠辦公室 健康促進標章
73 雲林縣 褒忠鄉 雲林縣消防局第二大隊褒忠分隊 健康促進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