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001 彰化縣美豐國小 許宗換

002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 王明德

003 謙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尤福村

004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田卓雄

005 臺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鹿港廠 阮宣博

006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家慶

007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 洪慶松

008 全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柯景中

009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春月

010 榮洲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謝文章

011 彰化縣泥水業職業工會 林美卿

012 彰化縣泥水業職業工會 林靜瑜

013 彰化縣泥水業職業工會 劉木火

014 彰化縣泥水業職業工會 陳國杉

015 彰化縣泥水業職業工會 沈黃貴專

016 彰化縣泥水業職業工會 葉茂松

017 彰化縣木工業職業工會 黃逢春

018 彰化縣木工業職業工會 丁瑞河

019 彰化縣木工業職業工會 黃連興

020 彰化縣木工業職業工會 周忠勇

021 彰化縣木工業職業工會 林北

022 彰化縣木工業職業工會 張金財

023 彰化縣印刷業職業工會 林淑莉

024 彰化縣印刷業職業工會 張錦鳳

025 彰化縣印刷業職業工會 施玟甄

026 彰化縣印刷業職業工會 林家寧

027 彰化縣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梁鑌滄

028 彰化縣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楊春輝

029 彰化縣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黃釧湖

030 彰化縣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洪孝宸

031 彰化縣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邱德源

032 彰化縣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林永遠

033 彰化縣銀樓業職業工會 許秀戀

034 彰化縣銀樓業職業工會 李玉明

035 彰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 黃振源

036 彰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 蕭束美

037 彰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 陳財源

038 彰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 洪滿足

039 彰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 白素珠

040 彰化縣餐飲業職業工會 陳甲成

041 彰化縣按摩業職業工會 林誌麒

042 彰化縣鑲牙齒模承造業職業工會 林國勝

043 彰化縣小貨車裝運業職業工會 顏菘宏

044 彰化縣小貨車裝運業職業工會 高志強

045 彰化縣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張金川

046 彰化縣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莊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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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047 彰化縣洗染業職業工會 黃碧秀

048 彰化縣洗染業職業工會 曾純惠

049 彰化縣醬類業職業工會 黃美淑

050 彰化縣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 徐劉雪霞

051 彰化縣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 王賢美

052 彰化縣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 劉賴金花

053 彰化縣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 洪釧松

054 彰化縣縫紉業職業工會 林青松

055 彰化縣縫紉業職業工會 洪永順

056 彰化縣縫紉業職業工會 許鴻盛

057 彰化縣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陳詩昌

058 彰化縣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許育瑞

059 彰化縣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李鳳珠

060 彰化縣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張月

061 彰化縣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蘇玄奇

062 彰化縣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黃文啟

063 彰化縣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張文通

064 彰化縣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林春田

065 彰化縣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陳榮洲

066 彰化縣電器裝置業職業工會 呂森彬

067 彰化縣電器裝置業職業工會 黃偉城

068 彰化縣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李慶賢

069 彰化縣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董聖暉

070 彰化縣雕刻業職業工會 張嘉興

071 彰化縣雕刻業職業工會 侯美媛

072 彰化縣雕刻業職業工會 吳秀蓮

073 彰化縣禮儀用品業職業工會 嚴俐姍

074 彰化縣攝錄影業職業工會 鄭文正

075 彰化縣攝錄影業職業工會 陳雪

076 彰化縣氣體燃料裝置業職業工會 林志成

077 彰化縣營造業職業工會 張又升

078 彰化縣營造業職業工會 蔡勝琴

079 彰化縣營造業職業工會 莊宗瑋

080 彰化縣營造業職業工會 葛曉雲

081 彰化縣油漆工程業職業工會 葉泳洲

082 彰化縣油漆工程業職業工會 蕭永坤

083 彰化縣油漆工程業職業工會 鍾仁堂

084 彰化縣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 許彩媚

085 彰化縣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 林麗卿

086 彰化縣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 張秀麗

087 彰化縣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 羅志昌

088 彰化縣鐵工業職業工會 劉來成

089 彰化縣鐵工業職業工會 雷荃成

090 彰化縣鐵工業職業工會 鄭銘星

091 彰化縣鐵工業職業工會 吳素勤

092 彰化縣糕餅業職業工會 黃麗娟

093 彰化縣糕餅業職業工會 吳柏翰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094 彰化縣皮鞋業職業工會 蔡昭文

095 彰化縣皮鞋業職業工會 孫錫雄

096 彰化縣室內裝潢業職業工會 蔡金盆

097 彰化縣室內裝潢業職業工會 陳憶菁

098 彰化縣碾米業職業工會 林治彬

099 彰化縣碾米業職業工會 林淑慧

100 彰化縣五金業職業工會 陳清潭

101 彰化縣五金業職業工會 陳菊

102 彰化縣五金業職業工會 盧滿足

103 彰化縣手工藝業職業工會 黃月皇

104 彰化縣手工藝業職業工會 邱素丹

105 彰化縣手工藝業職業工會 吳秀綿

106 彰化縣輪胎修理業職業工會 張美鳳

107 彰化縣廣告服務業職業工會 蘇李雪容

108 彰化縣廣告服務業職業工會 林望結

109 彰化縣玻璃裝配業職業工會 陳錫煌

110 彰化縣製麵業職業工會 桂娜娜

111 彰化縣舊貨業職業工會 葉世忠

112 彰化縣舊貨業職業工會 葉雪玲

113 彰化縣肉類食品加工業職業工會 劉秀花

114 彰化縣肉類食品加工業職業工會 賴貴貞

115 彰化縣派報業職業工會 柳瓔豈

116 彰化縣派報業職業工會 許連強

117 彰化縣果菜包裝運送業職業工會 簡麗華

118 彰化縣果菜包裝運送業職業工會 劉美雲 

119 彰化縣毛線編織業職業工會 蕭秀嬌

120 彰化縣毛線編織業職業工會 柳麗愉

121 彰化縣毛線編織業職業工會 張玉絹

122 彰化縣農機修理業職業工會 賴雄厚

123 彰化縣農機修理業職業工會 陳德玝

124 彰化縣汽車裝潢業職業工會 汪招銘

125 彰化縣汽車裝潢業職業工會 陳振發

126 彰化縣鞋類加工業職業工會 卓陳淑蘭

127 彰化縣鞋類加工業職業工會 詹素芬

128 彰化縣會計業職業工會 賴修弘

129 彰化縣美容業職業工會 陳玥穎

130 彰化縣美容業職業工會 邱美倫

131 彰化縣美容業職業工會 林冠妘

132 彰化縣豆類加工業職業工會 陳素精

133 彰化縣豆類加工業職業工會 陳秋菊

134 彰化縣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林朝宗

135 彰化縣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詹憲學

136 彰化縣西服業職業工會 柯宥瑜

137 彰化縣西服業職業工會 陳碧月

138 彰化縣西服業職業工會 謝色金

139 彰化縣西服業職業工會 王麗燕

140 彰化縣清潔服務職業工會 曾弈菁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141 彰化縣清潔服務職業工會 黃碧鳳

142 彰化縣屠宰業職業工會 葉晴如

143 彰化縣屠宰業職業工會 黃建平

144 彰化縣傘類加工修理職業工會 盧美媛

145 彰化縣傘類加工修理職業工會 高碧秀

146 彰化縣成衣服飾整理加工業職業工會 楊麗芬

147 彰化縣成衣服飾整理加工業職業工會 蔡聰文

148 彰化縣成衣服飾整理加工業職業工會 黃素鎮

149 彰化縣廚師業職業工會 粘錫坤

150 彰化縣廚師業職業工會 許漢龍

151 彰化縣廚師業職業工會 陳玉娥

152 彰化縣農藥業職業工會 張明哲

153 彰化縣農藥業職業工會 黃啟倫

154 彰化縣檳榔包裝加工業職業工會 劉百年

155 彰化縣檳榔包裝加工業職業工會 陳淑美

156 彰化縣魚貨運銷職業工會 李永式

157 彰化縣魚貨運銷職業工會 黃志忠

158 彰化縣男子理髮業職業工會 劉貴麵

159 彰化縣男子理髮業職業工會 游仁松

160 彰化縣工商服務業職業工會 蔣敏全

161 彰化縣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 蕭惠香

162 彰化縣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 黃婉棋

163 彰化縣女子燙髮業職業工會 葉千華

164 彰化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黃麗芬

165 彰化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許愛玲

166 彰化縣牙體技術人員職業工會 許凡廷

167 彰化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許志榮

168 彰化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賴蓉玲

169 彰化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藍美鈴

170 彰化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陳保貴

171 彰化縣家畜飼養業職業工會 謝其樫

172 彰化縣不動產服務業職業工會 王仁義

173 彰化縣不動產服務業職業工會 蔡貴香

174 彰化縣高爾夫桿弟業職業工會 劉麗絹

175 彰化縣褓姆業職業工會 李寶釵

176 彰化縣褓姆業職業工會 葉麗華

177 彰化縣養雞業職業工會 謝兩地

178 彰化縣養雞業職業工會 林朝良

179 彰化縣紙類加工業職業工會 吳修

180 彰化縣紙類加工業職業工會 許文煌

181 彰化縣舞蹈業職業工會 牟淑蘭

182 彰化縣星相卜卦與堪輿業職業工會 呂崇銘

183 彰化縣星相卜卦與堪輿業職業工會 黃清華

184 彰化縣玩具業職業工會 林楊秀治

185 彰化縣玩具業職業工會 林源榮

186 彰化縣各業工人聯合會 黃罔市

187 彰化縣各業工人聯合會 許玉華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188 彰化縣音樂服務職業工會 王美惠

189 彰化縣模板職業工會 許莊滿霞

190 彰化縣模板職業工會 許秀蓮

191 彰化縣蔬菜加工職業工會 楊春綢

192 彰化縣蔬菜加工職業工會 陳鳳月

193 彰化縣蔬菜加工職業工會 利美珍

194 彰化縣製香職業工會 張嘉文

195 彰化縣製香職業工會 蔡三益

196 彰化縣青果加工職業工會 邱正雄

197 彰化縣青果加工職業工會 陳明峰

198 彰化縣青果加工職業工會 劉品源

199 彰化縣針織工職業工會 葉碧吟

200 彰化縣針織工職業工會 翁瑋澤

201 彰化縣自行車裝修職業工會 賴世袁

202 彰化縣自行車裝修職業工會 董素娟

203 彰化縣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陳美惠

204 彰化縣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廖清宏

205 彰化縣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邱文欽

206 彰化縣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鄭蔡蝦

207 彰化縣佛具用品製作職業工會 陳坤泉

208 彰化縣小吃業職業工會 陳惠如

209 彰化縣小吃業職業工會 劉勝瑋

210 彰化縣小吃業職業工會 黃明莉

211 彰化縣服飾設計職業工會 洪麗香

212 彰化縣竹工職業工會 陳佩芳

213 彰化縣竹工職業工會 蔡妙玲

214 彰化縣竹工職業工會 劉素月

215 彰化縣殯禮服務職業工會 王耀豐

216 彰化縣殯禮服務職業工會 吳明珠

217 彰化縣接骨服務職業工會 陳育宏

218 彰化縣花藝設計製作職業工會 吳建辰

219 彰化縣聯結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魏錫彬

220 彰化縣推拿與民俗傳統療法服務職業工會 黃春長

221 彰化縣商店售貨職業工會 楊明璜

222 彰化縣保險服務職業工會 呂忠龍

223 彰化縣保險服務職業工會 黃上芸

224 彰化縣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李瓊菊

225 彰化縣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李淑如

226 彰化縣美髮美容技術指導員職業工會 游慧娟

227 彰化縣大客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羅文溪

228 彰化縣大客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殷銘鎮

229 彰化縣外燴服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田京馥

230 彰化縣外燴服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黃健雄

231 彰化縣旅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藍鳳英

232 彰化縣旅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梁貴蓮

233 彰化縣電子零件裝配人員職業工會 徐玉妹

234 彰化縣電子零件裝配人員職業工會 洪錫楨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235 彰化縣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詹麗琴

236 彰化縣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黃麗如

237 彰化縣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梁嘉仁

238 彰化縣醫務雜務職業工會 黃勝次

239 彰化縣醫務雜務職業工會 張筱苓

240 彰化縣醫務雜務職業工會 裴義雄

241 彰化縣陰陽宅設計職業工會 許金和

242 彰化縣陰陽宅設計職業工會 葉美麗

243 彰化縣中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張淑曼

244 彰化縣機器製修職業工會 陳𨥭豐

245 彰化縣機器製修職業工會 林淑芬

246 彰化縣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會 杜錦福

247 彰化縣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會 陳玉華

248 彰化縣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會 高明崇

249 彰化縣陸上運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賴秀梅

250 彰化縣陸上運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黃翠芳

251 彰化縣陸上運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葉華珠

252 彰化縣陸上運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李小紅

253 彰化縣陸上運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張炳隆

254 彰化縣家具製造修理職業工會 高育煒

255 彰化縣家具製造修理職業工會 黃婉琤

256 彰化縣宗教服務職業工會 黃莞媚

257 彰化縣宗教服務職業工會 蔡謝秀招

258 彰化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陳皓碧

259 彰化縣勞動力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黃洪碧招

260 彰化縣襪類半製品加工人員職業工會 蕭照

261 彰化縣襪類半製品加工人員職業工會 陳玉珠

262 彰化縣照顧服務員職業工會 陳美穎

263 彰化縣地政士職業工會 蔡書熏

264 彰化縣菇類種植製造職業工會 李嘉仁

265 彰化縣菇類種植製造職業工會 林華偉

266 彰化縣保險業務職業工會 陳宇銘

267 彰化縣保險業務職業工會 王煥中

268 彰化縣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蕭莉芸

269 彰化縣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莊志文

270 彰化縣道士法師職業工會 劉月綿

271 彰化縣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 陳薏名

272 彰化縣勞動力援助人員職業工會 葉哲維

273 彰化縣勞動力援助人員職業工會 王櫻真

274 彰化縣直銷人員職業工會 李羚

275 彰化縣直銷人員職業工會 曾湘雅

276 彰化縣歌舞藝能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李伊繕

277 彰化縣美容美髮用品器材製造裝修職業工會 張詩玶

278 彰化縣演藝職業工會 林怡秀

279 彰化縣中藥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胡良庚

280 彰化縣中藥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金孟賢

281 彰化縣仲介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向若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282 彰化縣仲介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徐志訓

283 彰化縣寵物服務員職業工會 劉俊宏

284 彰化縣廣告傳單發送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徐偉傑 

285 彰化縣刻印職業工會 黃姝愉

286 彰化縣冰菓冷飲服務職業工會 粘雅雯

287 彰化縣冰菓冷飲服務職業工會 陳昭秀

288 彰化縣民俗技藝工作者職業工會 顏金發

289 彰化縣驗光配鏡人員職業工會 黃俊翔

290 彰化縣汽車保養人員職業工會 黃邵德

291 彰化縣升學補習教學人員職業工會 張慶禎

292 彰化縣腳底按摩職業工會 劉月娥

293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周天勇

294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張永坤

295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張淑玲

296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陳時文

297 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謝政郎

298 彰化縣金屬建築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陳錦源

299 彰化縣金屬建築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黃建閔

300 彰化縣米食製品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黃玉鳳

301 彰化縣防水防漏職業工會 王家鋐

302 彰化縣勞工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 王素卿

303 彰化縣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黃秋淵

304 彰化縣員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徐玉真

305 彰化縣大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蘇煒哲

306 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企業工會 陳新昇

307 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企業工會 陳慶誌

308 彰化縣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柯學泓

309 彰化縣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黃玉蘭

310 彰化縣富強輪胎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蕭芯年

311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梁瑋麟

312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蔡佳玲

313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賴佳薇

314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許金德

315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楊建銘

316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施杏英

317 彰化縣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鄭秀英

318 彰化縣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張銀鶯

319 彰化縣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陳國政

320 彰化縣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張美瑤

321 彰化縣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謝明杰

322 彰化縣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林美杏

323 台糖公司彰化企業工會 張濱發

324 彰化縣大康織機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吳健新

325 彰化縣普大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張育騰

326 彰化縣正大造紙廠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邱銘龍

327 彰化縣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洪允誠

328 彰化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楊志勝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329 彰化縣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洪秉毅

330 彰化縣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楊朝傑

331 彰化縣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吳志偉

332 彰化縣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鹿港廠企業工會 李佳勳

333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彰化營運處企業工 凃惠玉

334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彰化營運處企業工 邱政光

335 臺灣鐵路工會彰化分會 黃富國

336 臺灣鐵路工會彰化分會 楊淑惠

337 臺灣鐵路工會彰化分會 黃烽傑

338 臺灣鐵路工會彰化分會 謝憲鋒

339 臺灣鐵路工會彰化分會 陳德政

340 台灣電力工會第十四分會 陳明善

341 台灣電力工會第十四分會 游振義

342 三永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詹雅雯

343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鴻毅

344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樹徳

345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銘宏

346 全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梅芳

347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怡如

348 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建輝

349 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義凱

350 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丘宜庭

351 怡利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智

352 繼茂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惠蘭

353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佳慧

354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鹿港廠 楊文鑫

355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吳貞誼

356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王梅桂

35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黃睦升

35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吳明欣

359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淑美

360 金和興銅鍛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冰川

361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台彰纖維(股)公司 曾世榮

362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源利電磁工業(股)公司 蔡萬田

363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可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國洲

364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金潔明玻璃有限公司 申許春美

365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允暢五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陳明發

366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儀軒

367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昇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福忠

368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葆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州燦

369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李惠珍

370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盟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順德

371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元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魏榮宏

372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信璋有限公司 林雅萍

373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台塑石化(股)公司彰濱摻配廠 吳漢育

374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旭邑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川吉

375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啟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藝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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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憲峰企業(股)有限公司 黃迎囷

377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宏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峻宏

378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保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魏旭彬

379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昆鑫有限公司 邵延君

380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 張琇惠

381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潔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勝洧

382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光華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洪春裕

383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久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美惠

384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 張烠彰

385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圓寶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王曉琪

386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宜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周雅君

387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梅花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黃氏金碧

388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姚江烈

389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雅得電池股份有限公司 陳燕如

390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煒侖

391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全興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宜男

392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陳道良

393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辰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桂勉

394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國鑑企業有限公司 高昆義

395 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皇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顏秀婷

396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學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文彬

397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光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譚桂芳

398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上建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雪觀

399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達輝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謝志成

400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雅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梅芳

401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上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黎文勇

402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久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薛玉蓮

403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彰化縣二林鎮農會農產加 洪健倡

404 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大川鋅氧粉股份有限公司 林峰毅

405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裕隆實業(股)公司 林美都

406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丁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東盛

407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味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許財揚

408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輝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佳萱

409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永福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賴鳳連

410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三卯鍛壓工業股份有限 陳家和

411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旻冠有限公司 林進福

412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鉅邦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林上閔

413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華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淑芬

414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優台有限公司 施星亦

415 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良成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張怡欣

416 北斗工業區管理會-銓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淑婷

417 北斗工業區管理會-梧凰焊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宗敏

418 北斗工業區管理會-信大製罐股份有限公司 陳清賢

419 北斗工業區管理會-長壯股份有限公司 吳鴻鑫

420 北斗工業區管理會-台灣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 游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