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地區 地區 單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 彰市 北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志工隊 洪瑩如 7532248

2 員林 南 彰化縣愚人志願服務協會

鄭輔導會長

陳奕希小姐

(上班時間1200-1600)

8348802

0980-319939

0911-288802

0982-107763

3 和美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富友慈善會 許創會長 7562131*13

4 秀水 北 彰化縣秀光慈善會
許家宜-秘書長.

李翠蓮-秘書(下午上班)

0919-013612

7681103

5 鹿港 北 彰化縣鹿港至誠慈善會 林宜蓉 秘書 7784101

6 彰市 北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金會 劉曉蓉 社工
7114790 (專)

7813888#85995(濱)

7 員林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志願服務協會 劉瀞嵐-秘書 8380699

8 北斗 南 彰化縣慈化慈善會 施秀暖 秘書
8875589

9 員林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彰暉愛心慈善會 吳詩萍-秘書 8356195

10 和美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和美一心慈善會
黃雅惠-秘書

(早上上班0830-1130)

7550810

0923-172172

11 二林 南 彰化縣慈暉愛心慈善會 王瓊華 / 星期2.4.6
8904609

0926-482337

12 員林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員林螢光慈善會 江菊霞-秘書 8351873

13 二林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關愛慈善會 徐金柔 8684463

14 秀水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祥和志願服務協會
蔡玲芬 秘書

姚宗興 理事長

04-7621155

0919-062878

0919-065577

15 彰市 北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賴貞妘

04-7331585分機30

 04-22060698#35、52

0935-911335

16 二林 南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樂保育院
陳晨安-社工

葉又瑄-社工
8960271*143、250

17 彰市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陳幼汶-社工
7241125

0915-820215

18 彰市 北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彰化支會
林翠蓮-幹事

楊琬怡 社工
7113186

19 鹿港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忠義慈善會

溫士龍

林韋彤 秘書

施淑儀  財務長

0928-288037

7761426

0919-661022

20 埔心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天靈慈善會 江靜淑-秘書
8291256/8280868

0928-329066

21 田尾 南 彰化縣肢體傷殘協進會 邱佳潔 8712663*211

22 秀水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關懷志願服務協會 王美玲 秘書
7628520 / 7615846

 0919-506337

23 彰市 北 彰化縣小水滴慈善會 黃于芳-秘書
7278067

0911-687568

24 彰市 北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吳壬淑 7258131*175

25 伸港 北 真耶穌教會
林志清

何宜玲

7986849 / 7981802

0922-982000

0910-534145

26 員林 南 彰化縣天化慈濟慈善會 洪碧黎
8337655

0935-969055

27 彰市 北 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之家 沈紋如
8742811*630

8760162

28 彰市 北 彰化市公所 陳啟森 7222141*1716

29 彰市 北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陳竫愉/曾士哲

張昀馥

 04-23161106(台中辦公室)

7279248



30 彰市 北 八卦禪寺（慧海志工隊） 馮玲芝-老師

7363354/7351745 /

0952-377983

7224568元信師/依誡師

31 員林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居家關懷服務協會 巫鈴珠 / 黃莉迅 8331213

32 社頭 南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彰化縣支會
陳俞嫚

劉建忠

04-8881793

0910-582937

0980-917640

33 花壇 北 財團法人花壇北玄宮(興儒志工隊) 王文秀
04-8712365

0932619822

34 福興 北 佛光友愛服務隊-彰化分隊

隊長 柯銘溉

楊馥鎂

黃彩林(中區辦公室)

04-7986519

04-22516788*10

0937-986519

35 二林 南 財團法人慈恩老人養護中心 蕭瑞儀

8681199 # 603、123

8683143

0912-411299

0935-801939

36 彰市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社區大眾服務推廣協會
黃松鐵 理事長

蕭寶銀

0919-586585

7237222

0912-633425

37 鹿港 北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黃思瑩
7841455#206

0963-477678

38 員林 北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青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張妙玲

黃錦宏

8358882

8713366
8713399

台中 中華民國丹輪慈善會 王寶辰 小姐 04-23059232 / 7622414

39 大村 北 彰化縣慈聖功德慈善會

吳昶霖 會長

江明勳 秘書長

陳美諠 志工隊長

0935-383305

0923-360662

0931-647147

40 二水 南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真善美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劉雪玲社工

林虹潔社工
04-8343171轉1045-1040

41 社頭 南 財團法人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湯小姐(保險)
8721297

8739767

42 社頭 南 財團法人私立葳群公益慈善事業基金會
謝筑暄 督導

蕭宇媜 社工
8246888

43 員林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愛加倍社區服務協會

黃建棟-理事長

陳雅惠 特助

張家均 社工

8362713

0920-725378

8375128*13

44 彰市 北 財團法人正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蘇榮輝 7270006轉1626

45 鹿港 北 鹿港鎮公所
梁富真

林先生(保險)

7772006*1608

*1703

46 彰市 北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許雅婷-社工 7238595#4537、4538

47 彰市 北
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彰化縣團務指導

委員會)

邱詳智

陳怜伃

04-7231157#33

0963-292680

48 田尾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林怡儒 04-8290566*215

49 永靖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慈心慈善會 劉婉如 秘書 04-8233290

50 秀水 北 秀水鄉馬興社區發展協會
鄭鈺樺

廖淑珠
04-7515225*14

51 彰市 北 彰化縣(市)靈山寺志工隊
楊敏

王文惠

04-7271151

04-7296368

0912-475387

0928-666912

52 田尾 南 田尾鄉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湯小姐

陳清嘉 理事長

04-8834093

0932-366679

53 田尾 南 社團法人彰化縣聾人協會
張秀梅

林子期

04-8834670

0911-902680(林子期)



54 彰市 北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博愛服務中心
廖雯音 秘書

胡芝瑄
04-7224197

55 彰市 北 社團法人彰化縣視障者關懷協會 謝汶珀 社工 04-7636738

56 芬園 北 芬園鄉竹林社區發展協會 王碧玉總幹事
049-2522722

0923-738808

57 彰市 北 財團法人台灣聖教會 鄭榮光
04-7249182

0933-415198

58 竹塘 南 彰化縣竹塘鄉農會

李梅足

陳莉敏 小姐

蔡加珍 小姐

0937-553136

04-8972002*212

8972634

59 埔鹽 南 埔鹽鄉永平社區發展協會 施永玉 理事長 0910-486551

60 埔心 南 彰化縣明聖宮慈善會 龍麗雯 總幹事 0973-652288

61 溪湖 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衡山大道救世協會
張春貴 志工大隊隊長

易湘茵 小姐

04-8825352

0921-397314

62 花壇 北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唐東川 理事長
04-7867423

0920-805071

63 伸港 北 伸港鄉農會 陳美鈴 04-7982071

64 花壇 北 彰化縣婦女新知交流協會 林燕美
04-7863163

0912-361759

65 埔鹽 南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發展協會

吳素秋 理事長

李佳緣

陳小姐

0912-485858

0919-569753

0926-785220

66 彰市 北 彰化縣彰化市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廖清嘉 理事長

王美惠 總幹事

0952-194876

04-7253067

0919-656756

67 社頭 南 彰化縣石頭公文化協會 趙慧娟 理事長
04-8736871

0963-238412

68 彰市 北 彰化縣彰化市桃源社區發展協會 林勝樺 理事長 0953-306356

69 彰市 北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社區發展協會 林明森 總幹事
04-7373432

0932-604746

70 田尾 南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社區發展協會 江　過 理事長

04-8241307(社區)

04-8226442(自宅)

0937-755852

71 員林 南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王瑾煌 理事長

巫吉清 前理事長

0911-360467

04-8344963(前理事長)

0910-438238(前理事長)

72 彰市 北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社區發展協會
陳水德 總幹事

李麗真 秘書
0937-567190

73 花壇 北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社區發展協會
陳麗美 隊長

梁秀雲

04-7876918

0937-776453

0911-791157

04-7868100

74 埔鹽 南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社區發展協會
施來平 理事長

陳素雲 總幹事

04-8657462

0912-917599

0923-693669

75 和美 北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社區發展協會 吳素美 理事長
04-7637907

0921-360416

76 彰市 北 彰化縣彰化市延平社區發展協會

薛志彬 理事長

陳美玉 志工隊長

吳葉寶猜 志工

04-7114783

0919-686278

0937-285586

04-7115284

77 線西 北 彰化縣線西鄉頂庄社區發展協會 曾金筆 理事長
04-7588139

0931-506667

78 線西 北 彰化縣線西鄉老人會
陳錦生 理事長

朱淑珍 小姐
04-7583051

79 彰市 北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社區發展協會 張秋香 理事長太太
04-7225793

0935-799935

80 和美 北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黃宏山 理事長

劉雪秋小姐

0928-667300

0963-170087

81 和美 北 彰化縣和美鎮南佃社區發展協會
柯振奇 理事長

粘秀子 志工隊長

04-7567796

04-7574885

0928-964868

0910-590628



82 大村 南 彰化縣大村鄉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秀蘭-隊長

(0958-522905)

宋秀蘭0958-522905

04-8529705

04-8523547

總幹事賴宋秀蘭0958-

522905

83 伸港 北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社區發展協會

王木欽 總幹事

柯國華 理事長

柯惠玲

0932-604308

0933-433962

0932-604308

0921-666653

84 芳苑 南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社區發展協會
洪正夫 理事長

葉玉梅 專職人員
0933-473266

85 秀水 北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社區發展協會
黃中和 總幹事

陳福祥

04-7684151

0952-586488

86 彰市 北 彰化縣彰化市安溪社區發展協會 萬佳政 總幹事 0922-388405

87 員林 南 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杜佳穎 04-8378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