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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計部統計室 統計主任 許文燦

2 新竹縣政府主計處 處長 楊美麗

3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 科長 吳鈞富

4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 科長 許一娟

5 行政院主計處第二局 視察 黃秀容

6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研究員 趙明光

7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專員 蘇麗萍

8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專員 施進發

9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專員 楊嘉琳

10 行政院主計處會計管理中心 專員 柯淑玲

11 行政院主計處秘書室 秘書 楊滿娥

12 行政院主計處人事處 科員 于業平

13 行政院主計處總務司 科員 陳秀玲

14 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 組長 黃芳川

15 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 管理師 黃慶裕

16 中央研究院會計室 科長 朱台蘭

17 國家安全局會計處 副會計長 劉俊超

18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黃雪蘭

19 內政部營建署會計室 專員 李淑燕

20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會計室 視察 趙桂蓉

21 內政部營建署會計室 副主任 吳裕豐

22 外交部會計處 專員 張雯玲

23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 中校副組長 董振益

24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人事軍務處主計組 上校組長 賴瑞興

25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主計處 中校會審官 陳邦生

26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主計處 上校處長 張維明

27 國防部軍務辦公室主計處 上校處長 徐仲秋

28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會計處會計處 中校財務官 劉士銘

29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春和

30 財政部會計處 科長 薛月對

31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課長 葉玉美

32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會計室 股長 吳美慧

33 教育部會計處 科長 楊淑蘭

3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王明洲

35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室 專員 曾榮豐

36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會計主任 許秀美

37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計室 組員 李秋蘭

38 法務部會計處 科長 吳清潭

39 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會計室 會計主任 廖美鑾

40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會計室 會計主任 李有珠

4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統計主任 曾莉珍

4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統計室 組員 蔡孟勳

43 經濟部會計處 科長 顧婷婷

44 經濟部工業局會計室 科員 陳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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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經濟部水利署會計室 科長 鄭素惠

46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行銷事業部會計

組
組長 曾傳菊

47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副處長 張明杰

48 經濟部統計處 專員 周于晶

49 交通部會計處 科長 李秋燕

50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會計室 科長 徐明金

51 交通部臺中港務局會計室 科長 呂淑芬

52 交通部公路總局會計室 專員 陳淑貞

53 交通部統計處 專員 段大韻

54 中央銀行會計處 一等專員 歐炳祥

55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計室 科長 傅淑慧

56 行政院衛生署會計室 科長 許玉媛

57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會計室 會計主任 顏淑貞

58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會計處 稽核 李麗虹

5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榮

民服務處會計機構
會計員 高亞梅

6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計室 專員 陳素珊

61 國立臺灣美術館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碧珠

6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計室 科長 張方榕

6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會

計室
會計主任 彭惠美

6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會計室 專員 吳靜芳

6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會計室 一等專員 詹媜伊

66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 科長 譚文玲

6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會計處 科員 黃玉芳

68
行政院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

會計室
專員 巫慧敏

69 立法院會計處 科長 許靜江

70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會計室 會計主任 鄭銘森

7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會計室 書記官 許文蘭

72 司法院統計處 科長 陳彧夫

73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統計室 書記官 余振坤

74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黃麗君

75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專員 游秀蘭

76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會計室 股長 方惠雅

77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會計室 股長 張玉玲

78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會計室 組員 黃辛于

79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曾麗蓉

8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林郁芬

81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計室 會計主任 林淑惠

82 臺北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李馥君

83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王麗真

84 臺北縣立錦和高級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林玉敏

85 宜蘭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陳樹蘭



86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胡光華

87 桃園縣平鎮市公所主計室 主任 謝瑞美

88 新竹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陳玉英

89 苗栗縣稅捐稽徵處會計室 股長 陳玉珍

90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楊亮玉

91 臺中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劉彩環

92 臺中縣稅捐稽徵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甄蕙芬

93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王惠華

94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 專員 施聘姿

95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潘月嬌

96 南投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成家玉

97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陳德興

98 雲林縣崙背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林麗雲

99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蔡雯麗

100 臺南縣南化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陳鈴鈴

101 臺南縣立鹽水國民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周燕秋

102 高雄縣政府主計處 專員 謝燕僖

103 高雄縣鳳山市鳳西國民小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鄭翠芳

104 屏東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徐士弘

105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郭淑敏

106 臺東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方銘總

107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謝佳慧

108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陳潔瑩

109 澎湖縣湖西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陳雪瑛

110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國民小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重伍

111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余美華

112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黃琬娟

113 新竹市立培英國民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楊美川

114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科長 陳麗慧

115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楊淑清

116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麗娜

117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科員 王光我

118 金門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黃瓊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