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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台海戰役馬祖
參戰民防隊員協會

103.01.17 劉治國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25號

0836-25279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連
江縣(馬祖)支會

90.08.13 曹爾忠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4-2號

0910-005-123

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
會連江分會

84.09.23 郭鎮輝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18號

0836-25570

北疆運動休閒觀光旅
遊發展協會

104.06.20 陳志忠 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29號

0919-279160

台灣般若自在門協會
連江縣馬祖分會

102.11.19 史麗彬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三路33號12樓

0928-612-863

伍顯大帝宗教發展協
會

106.12.26

東引九天玄女鳳凰宮
文教發展協會

101.09.07 林鳳孺 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26號

0836-76168

東引台灣同鄉會

100.06.17 廖信慈 連江縣東引鄉中柳村114號

0937-303-722

社團法人連江縣身心
障礙協會

89.09.22 饒瑞香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30-2號

0932-925361

津沙聚落文化協會

104.03.18 邱財寶 連江縣南竿鄉津沙村115號

0937-003342

馬祖大坵島開發觀光
渡假村發展協會

103.12.25 林詩發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273-4號

0836-55661

馬祖山隴集興會

91.11.10 林樹清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32號

0912-278-814

馬祖王氏宗親聯誼會

98.05.01 王詩如 連江縣北竿鄉板里村36號

0836-22426

馬祖北極玄天宮宗教
發展協會

99.12.20 林惠萍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53號

0836-25474

馬祖民宿發展協會

102.04.10 劉浩晨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1 至 1號

0919-280-715

馬祖生活美學協會

104.02.10 曹成俤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165號

0919-280563

馬祖兒童美術協會

102.02.01 曹丞君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9號

0912-575-488

馬祖東莒文化促進協
會

89.11.30 周金傳 連江縣莒光鄉大坪村2號

0937429381

馬祖芙蓉海畫會

96.01.10 李若梅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6-1號

0836-88192

馬祖青年發展協會

106.06.01 曹雅評 連江縣南竿鄉珠螺村25號

0932-918813

林宜興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 9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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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信德堂探花府田
都元帥信仰文化協會

102.05.06 袁光信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65號

0988-558-688

馬祖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

98.09.16 曹常吾 連江縣南竿鄉福澳村113-1號

0933-933-110

馬祖原生植物發展協
會

104.12.30 邱垂旺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8號2樓

0937-652-867

馬祖烈鯛磯釣協會

106.12.26

馬祖酒廠產業工會

46.04.18 陳銘水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08號

0919-280-980

馬祖陣頭文化協會

100.06.15 林紹馨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5號

0937505727

馬祖曹氏發展聯誼協
會

99.11.20 曹爾章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145-1號

0928999807

馬祖野鳥學會

89.01.30 王敦濤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13號

0919919700

馬祖童軍會

103.02.27 陳冠人 連江縣南竿鄉四維村72號

0912-575734

馬祖雅韻合唱協會

(103.7.1鄭嬌英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9號
105.6.30)

0836-23575

馬祖雲台文化協會

88.10.16 李寶玉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4-2號

0836-25668

馬祖運動休閒觀光發
展協會

106.4.25 李忠堅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41號

0933-168722

馬祖鼓板協會

90.11.18 曹常永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4號

0928-812811

馬祖精緻農漁產業協
會

101.09.28 陳志華 連江縣南竿鄉四維村72號

0932-161-175

馬祖戰地文化遺產學
會

104.06.15 王花俤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45號2樓

0937-181517

馬祖餐飲(業)交流協
會

90.01.17 陳容華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30號

0919-919173

馬祖嶺南宗親會

91.08.06 陳宜道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4-2號

0919280764

馬祖磯釣協會

85.12.18 林侑陞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25號

0910-336-457

馬祖藝文協會

87.07.30 劉枝蓮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114號

0836-23460

馬祖寶島觀光美食文
創發展協會

104.09.01 林天民 連江縣南竿鄉福澳村69號7樓

0911-295013

古智明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8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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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觀光特色產品發
展協會

102.01.04 劉依金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57號

0932039713

馬祖觀光解說協會

97.05.14 林增官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15號

0933-034-190

106.3.25 高志勇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35號

0933979003

88.07.15 曹爾淼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42號

0937-813-453

連江縣工會

85.07.19 林爾平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130號

0836-22419

連江縣水上救生協會

94.01.15 翁玉秋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33號

0921-108-101

連江縣北竿文化推展
協會

85.06.24 陳貴忠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185號

0836-55220

連江縣台灣原住民文
化發展協會

99.10.20 黃春雄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38號

0836-23799#353

連江縣民眾服務社

105.10.28 林爾平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63號1樓

0932-161740

連江縣江田南陽文石
陳氏宗親會馬祖聯誼
會

88.05.01 陳錦泰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3號

0933933110

連江縣西莒傳統技藝
協會

103.03.14 陳玉雯 連江縣莒光鄉田沃村54號

0912-575273

連江縣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105.05.23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42號2樓

0921-814-100

連江縣育幼家扶協會

101.01.06 林翠雲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13號

0836-23576

連江縣青年志工協會

101.09.27 楊清宇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63號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
300-C2區連江縣南竿
鄉馬祖獅子會
連江青溪社會服務協
會

連江縣青溪婦女協會

張啓弘

1051217 林惠萍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101-1號

0937505850

連江縣青溪新文藝學
會

102.06.28 曹楷智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6-1號

0928-505-264

連江縣計程車駕駛員
職業工會

62.03.01 陳建民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18號

0937-054-359

連江縣師範大學校友
會

86.02.21 林俊惠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26號

0910-005123

連江縣旅館民宿發展
協會

104.08.01 吳明忠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43號

0912278717

連江縣海洋運動遊憩
發展協會

97.01.14 王樹欽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273-8號

092186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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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退休公教人員
協會

98.05.27 陳善茂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5號

連江縣馬祖木球協會

1080712 陳宗憑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8號

電話
0933-933195
0988004839

連江縣馬祖教師會

92.03.30 程元鋒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4號

0928-534-439

連江縣馬祖戰地文化
協會

100.06.25 張春寶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8號5樓

0911-660-914

連江縣馬祖總工會

107.04.09 曹以標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130號

0836-22419

連江縣馬祖觀光協會

86.02.21 王禮義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53號

0933-930445

連江縣馬祥長期照顧
服務會

106.2.24 李旺

0989-760929

連江縣商業會

62.03.01 陳書廉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19號

連江縣國內船舶運送
商業同業公會

106.12.12

連江縣國立馬祖高級
中學校友會

94.07.01 劉增應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74號

連江縣基督教女青年
會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02-1號（0933102.05.15 鄭嬌英 095-030）
0836-23536

連江縣婦女會

95.11.13 黃如琴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08號

0836-25895

連江縣教師會

91.11.10 程元鋒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4號

0928-534-439

連江縣教師職業工會

100.05.22 程元鋒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4號

0928-534-439

連江縣釣魚協會

89.01.30 黃炯畯 連江縣東引鄉中柳村75號

0919-325034

連江縣新移民女性關
懷協會

98.06.27 陳秀珠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63號

0836-22456

連江縣漁產業促進協
會

107.02.25

連江縣臺灣旅馬同鄉
會

88.03.30 蔡國民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76號

連江縣樂活協會

106.10.01

連江縣營造工業同業
公會

82.10.05 陳志華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130號2樓

福沃村100號1樓

0836-22426

馮能砥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1號
0836-25668

吳金平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242號

蔡金花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74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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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醫師公會

98.05.11 張志華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6-1號

0836-25154

連江縣藥師公會

104.01.10 曹志彬 連江縣復興村217號

0937-009-213

連江縣攝影學會

94.07.01 陳學興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53號4樓

0836-22426

連江縣體育會

81.01.25 陳雪生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37號

0937-056423

福建旅引同鄉會

100.06.08 林啟棟 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45號

0937-643662

臺北醫學大學連江縣
校友會

106.3.2

23995#2156

臺灣省基隆高級海事
職業學校連江縣（馬
祖）校友會

62.08.02 盧進發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99號

0932-258392

銘傳大學校友會

98.02.19 林貽祥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39號

0836-22705

連江縣村長交流協會

108.06.25 陳美貴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56號

0912575643

連江縣莒光鄉東犬長
青協會

108.08.20 林家菊 連江縣莒光鄉大坪村13號

0937-181512

連江縣村長交流協會

108.06.25 陳美貴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56號

0912575643

連江縣馬祖地質公園
協會

108.09.05 林俊惠 連江縣南竿介仁愛村95-2號2樓

0869-25631#22

連江縣旅行商業同業
公會

109.03.03 楊曜誌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42號2樓

劉增應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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