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馨分會聯繫窗口名冊
負責分會名稱&聯絡人

台中市會
羅美珍 會長
0928-997107

台中市康乃馨會
許秀珍 創會會長
0933-460888

台灣省會
朱秀蕙 會長
0958－331619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

惠文高中

408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298 號

(04)22503928

台中女中

403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95 號

(04)22205108

文華高中

407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 240 號

(04)23124000

市立清水高中

436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90 號

(04)26222116

市立豐原高中

420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 150 號

(04)25290381

市立豐原高商

420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 50 號

(04)25283556

市立后綜高中

421 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三豐路三段 968 號

(04)25562012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428 臺中市大雅區平和路 227 號

(04)25686850

常春藤高中

427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 165 巷 320 號

(04)25395066

華盛頓高中

411 臺中市太平區廍仔坑路 26 號(原弘仁)

(04)23934712

明道中學

414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497 號

(04)23372101

嶺東高中

408 臺中市南屯區春社里嶺東路 2 號

(04)23898940

新民高中

404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 111 號

(04)22334105

東大附中

407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04)2359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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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會
傅美華 會長
0932-826600

新豐高中

711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 148 號

(06)2304082

台南大學附中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948 號

(06)2338501

北門高中

722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 269 號

(06)7222150

新營高中

730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 101 號

(06)6562274

後壁高中

731 臺南市後壁區嘉苳里下茄苳 132 號

(06)6671031

善化高中

741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 195 號

(06)5837312

新化高中

712 臺南市新化區忠孝路 2 號

(06)5982065

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744 臺南市新市區三舍里大順 6 路 12 巷 6 號

(06)5052916

新化高工

712 臺南市新化區東榮里信義路 54 號

(06)5903994

白河商工

732 臺南市白河區永安里新興路 528 號

(06)6852054

北門農工

722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 117 號

(06)7260148

曾文家商

721 臺南市麻豆區和平路 9 號

(06)5722079

新營高工

730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68 號

(06)6322377

玉井工商

714 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 18 號

(06)5741101

台南高工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193 號

(06)2322131

曾文農工

721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南勢 1 號

(06)5721137

私立南光高中

730 臺南市新營區中興路 62 號

(06)633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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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會
傅美華 會長
0932-826600

屏東縣會
李永美 資訊長
0938-551226
台北仕女會
陳淑真 創會長
0932-022602
彰化縣會
章麗美 會長
0937-432996

私立鳳和高中

736 臺南市柳營區中山東路二段 1330 號

(06)6223208

私立港明高中

723 臺南市西港區慶安路 229 號

(06)7952025

台南市興國高中

730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86 號

(06)6352201

私立明達高中

737 臺南市鹽水區橋南里忠孝路 73 號

(06)6521178

私立黎明高中

721 臺南市麻豆區井東里磚子井 141 號

(06)5717123

私立新榮高中

736 臺南市柳營區光福里 132 之 12 號

(06)6222222

私立陽明工商

720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里 423 號

(06)6901190

私立育德工家

730 臺南市新營區健康路 211 號

(06)6563275

市立大灣高中

710 臺南市永康區文賢街 68 巷 1 號

(06)2714223

市立永仁高中

710 臺南市永康區忠孝路 74 號

(06)3115538

國立屏東女中

900 屏東市仁愛路 94 號

(08)7362204

市立明倫高中

103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里承德路 3 段 336 號

(02)25961567

私立滬江高中

116 台北市文山區景美里羅斯福路 6 段 336 號

(02)86631122

國立彰化女中

500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62 號

(04)7240042

國立彰化高中

500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里中興路 78 號

(04)7222121

國立彰師附工

500 彰化縣彰化市和調里工校街 1 號

(04)725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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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花之鄉會
陳穎青 會長
0930-929052

彰化縣員林會
楊秀真 會長
0928-959621

國立彰化高商

500 彰化縣彰化市華陽里南郭路一段 326 號

(04)7262623

國立員林家商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56 號

(04)8320260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3 號

(04)7222844

國立員林高中

510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 79 號

(04)8320364

國立二林工商

526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 500 號

(04)8962132

國立秀水高工

504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中山路 364 號

(04)7697021

國立北斗家商

521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學府路 50 號

(04)8882224

縣立二林高中

526 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 6 號

(04)8960121

縣立田中高中

520 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 23 號

(04)8745820

國立永靖高工

512 彰化縣永靖鄉永北村永坡路 101 號

(04)8221810

國立員林農工

510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 313 號

(04)8360105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510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 103 號

(04)8347106

私立文興高中

520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三段 93 號

(04)8753889

私立大慶商工

510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二段 206 號

(04)8311005

私立達德商工

520 彰化縣田中鎮中南路二段 277 號

(04)875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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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美淑會
呂愛煌 會長
0910-569581

高雄真善美會
黃美雲 會長
0926-663228

國立鹿港高中

505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中山路 661 號

(04)7772403

國立溪湖高中

514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大溪路二段 86 號

(04)8826436

私立精誠高中

500 彰化縣彰化市林森路 200 號

(04)7622790

財團法人正德高中

500 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水路 145 號

(04)7524109

縣立和美高中

508 彰化縣和美鎮西園路三十一號

(04)7552043

縣立成功高中

514 彰化縣溪湖鎮福德路 310 號

(04)8819676

福誠高中

830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 176 號

(07)8224646

鳳山高中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0 號

(07)7463150

楠梓高中

811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路 19 號

(07)3550571

小港高中

812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7 號

(07)8062627

明誠高中

804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 號

(07)5521593

高雄女中

801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22 號

(07)2115418

左營高中

813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 55 號

(07)5822010

鳳新高中

830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 257 號

(07)7658288

國立高餐大附屬餐旅中學

812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40 號

(07)80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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