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表日期:111/01/24

序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1 澎湖縣政府主計處 處長 劉梅滿

2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 科長 邵雅雯

3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 科長 陳淑萍

4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 研究員 陳怡玲

5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 視察 王珮珊

6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 科員 郭馨怡

7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 專員 陳巧芸

8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 科長 王怡程

9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 專員 葉志洋

10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 專員 黃宇葶

11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分析師 傅麗娟

12 行政院主計總處秘書室 視察 王心怡

13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處 專員 尤惠瑩

14 總統府主計處 科長 林姵瑜

15 國家安全局主計處 組長 陳仁龍

16 內政部會計處 科長 李佳芳

17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主計室 主任 江美惠

18 內政部移民署主計室 科長 黃昭綺

19 外交部主計處 專員 陳巧玲

20 財政部會計處 科長 游淳惠

2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主計室 主任 魏詩璇

22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室 主任 翁克偉

23 財政部關務署統計室 科長 呂錦秀

2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計室 視察 李虹錡

25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主計室 主任 廖凰娥

26 國立嘉義大學主計室 組長 張幸蕙

27 教育部會計處 專員 廖心儀

2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主計室 主任 蔡秀雲

2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 會計員 陳益惠

30 法務部矯正署會計室 編審 李秋慧

31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會計室 主任 何幸宜

32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統計室 專員 黃玉蓮

33 經濟部會計處 稽核 洪得凱

34 經濟部礦務局主計室 專員 吳宜佳

35 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 科長 宋鈴君

36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副處長 郭同境

37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組長 李柏齡

38 經濟部統計處 科員 魏文郡

39 交通部會計處 編審 鄭帆凱

40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督導 潘彩霞

41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主計室 科長 李克敏

42 交通部航港局主計室 視察 陳依伶

43 交通部公路總局主計室 視察 林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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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交通部統計處 編審 邱創賦

45 衛生福利部會計處 科長 潘惠雲

46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主計室 主任 楊珮嫻

47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主計室 主任 宋嫦娥

48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專員 林宗穎

49 文化部主計處 科長 詹烜豪

50 勞動部會計處 科長 劉秀青

5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主計室 專員 江鴻文

5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主計室 專員 黃敏慧

53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主計室 主任 王慧儀

54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計室 視察 林怡君

55 中央印製廠會計室 主任 林宗模

56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部分署主計室 主任 余承桓

57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主計室 主任 江淑惠

58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計室 專員 陳虹如

5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會計處 視察 陳兆中

60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主計室 主任 曾建中

6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主計室 主任 熊國武

6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統計資訊處 專員 林恩如

63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主計室 主任 林淑敏

6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主計室 視察 陳伶怡

6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計室 專員 盧婉甄

6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主計室 專員 郭菁芳

67 客家委員會主計室 專員 羅巧慧

68 中央選舉委員會主計室 專員 謝碧媛

69 臺灣高等法院會計室 科長 周君穗

7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會計室 主任 陳志平

71 臺灣高等法院統計室 科長 陳珮玲

72 考試院統計室 主任 謝文政

73 審計部統計室 科員 林秀燕

7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股長 應麗珍

75 臺北市市場處會計室 主任 林佳欣

76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王婷

77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余淑芬

78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會計室 主任 章素真

79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會計室 股長 江文琦

80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秘書 賴俊伊

8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專員 卓玥涵

82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會計室 專員 蔡鵑穗

83 新北市鶯歌區公所會計室 主任 詹貴美

84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吳承芳

85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會計室 專員 尤慧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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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會計室 主任 張鳳娟

87 桃園市龜山區公所會計室 主任 范夢苓

88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許雅仙

89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周俊安

9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股長 賴明君

91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會計室 股長 何津如

92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會計室 主任 吳宜樺

93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李美諭

94 臺南市立鹽水國民中學會計室 主任 陳玉緞

95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魏筱珮

96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黃河川

97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陳憶慈

98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會計室 主任 簡雙全

99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會計室 科員 林祈佑

100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會計室 主任 黃靖雯

101 新竹縣立橫山國民中學會計室 主任 張世玫

102 苗栗縣立啟新國民中學會計室 主任 葉惠蓉

103 苗栗縣立西湖國民中學會計室 主任 邱月梅

104 南投縣名間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張孝貞

105 南投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鄧佳俐

106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 專員 蔡雅如

107 彰化縣花壇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陳志檳

108 雲林縣斗南鎮公所主計室 主任 陳孟德

109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專員 王淑梅

110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蘇麗香

111 嘉義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黃珮雅

112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會計室 主任 陳秀敏

113 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會計室 主任 陳肅宜

114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會計室 主任 陳雅文

115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會計室 主任 林麗惠

116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會計室 主任 李欣儒

117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專員 彭至宇

118 臺東縣立知本國民中學會計室 主任 黃瓊樺

119 臺東縣東河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李秀靜

120 澎湖縣政府主計處 科長 翁嘉惠

121 金門縣金寧鄉公所 主計員 陳心怡

122 基隆市政府主計處 科長 李明姿

123 基隆市衛生局會計室 主任 卓麗慧

124 新竹市政府主計處 科長 張志維

125 嘉義市政府主計處 專員 陳韻如

126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主計處 組長 雷景峯

127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主計室 財務官 鄭有辰

128 國防部主計局歲計處 科長 王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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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 組長 吳昭億

130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主計處 副處長 朱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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