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機關 職稱 姓名 組別 備註

1 臺中市政府 參事 林月棗 第1組

2 臺中市政府 參事 黃晴曉 第1組

3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主任 吳倩瑤 第1組

4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主任 黃雅幸 第1組

5 臺中市政府 副秘書長 陳如昌 第1組

6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主任 滕瑋 第1組

7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
人事管理員 賴科辰 第1組

8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專員 林崇智 第1組

9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主任 董明修 第1組

10 臺中市政府 參事 呂順安 第1組

11 臺中市政府 參事 林榮川 第1組

12 臺中市政府 參議 孫鍾興 第1組

13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主任 吳枝謀 第1組

14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主任 趙怡蓉 第1組

15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科長 陳金柳 第1組

16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員 簡懿琳 第2組

17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總工程司 張洲滄 第2組

18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主任秘書 曾文誠 第2組

19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主任 王秋琴 第2組

2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專門委員 廖健堯 第2組

2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副總工程司 盧宜豐 第2組

22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主任 劉明華 第2組

23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正工程司 許銘元 第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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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專門委員 林憲谷 第2組

25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總工程司 賴宗達 第2組

26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組長 簡惟濱 第2組

27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主任 施金山 第2組

28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主任 黃瓊分 第2組

29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技士 羅瀚倫 第2組

30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主任 魏彗珊 第3組-公所組

31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主任 呂依惠 第3組-公所組

32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主任 張瓊云 第3組-公所組

33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主任 賴勝憲 第3組-公所組

34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主任 陳冠伍 第3組-公所組

原服務於臺中市南區

區公所，1101118陞

任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專員

35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主任 蔡宗霖 第3組-公所組

36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主任 林佩蒨 第3組-公所組

37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課長 葉乃菁 第3組-公所組

38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主任 潘士銓 第3組-公所組

39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主任秘書 廖文娟 第3組-公所組

40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主任 林淑蕙 第3組-公所組

原服務於臺中市南屯

區公所，1101125陞

任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專員

41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主任 吳振昆 第4組-民政組

42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人事管理員 許經邦 第4組-民政組

43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課長 詹妙如 第4組-民政組

44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秘書 熊增仁 第4組-民政組

45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專員 徐浩雄 第5組-地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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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人事管理員 蔡昌文 第5組-地政組

47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

校
主任 林志恒 第6組-教育組

4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股長 盧瑩娣 第6組-教育組

4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股長 高晧鈞 第6組-教育組

5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股長 趙少華 第6組-教育組

5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督學 李昭嫻 第6組-教育組

52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民小

學
主任 曾威遠 第6組-教育組

53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科長 藍淑美 第6組-教育組

54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

學
技士 李正義 第6組-教育組

55 臺中市立霧峰國民中學 主任 繆永國 第6組-教育組

5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科員 湯淑媚 第6組-教育組

57 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 主任 鄭幸玟 第6組-教育組

58 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 主任 王春蘭 第6組-教育組

59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主任 王賜壽 第6組-教育組

60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學 技士 莊亞憲 第6組-教育組

備取1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科長 鄭錫禧 第1組

備取2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科員 蕭亦成 第1組

備取3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助理員 曾于玲 第1組

備取4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股長 邱嘉儀 第1組

備取5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科長 李代娟 第1組

備取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副工程司 薛敬良 第2組

備取2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分隊長 謝嘉益 第2組

備取3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科員 張士昌 第2組

備取4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副工程司 張永志 第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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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1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主任秘書 王偉誠 第3組-公所組

備取2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課長 許美玲 第3組-公所組

備取3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課長 江文藝 第3組-公所組

備取4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主任 羅安泉 第3組-公所組

備取1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課員 許仲琴 第4組-民政組

備取2 臺中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課長 鍾興毓 第4組-民政組

備取1 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人事管理員 朱慧美 第5組-地政組

備取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科長 陳怡如 第6組-教育組

備取2 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主任 徐岳琳 第6組-教育組

備取3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

學
技士 詹啟仁 第6組-教育組

備取4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

學
技佐 蕭功沂 第6組-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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