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單位 職稱 姓名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計室主任 林○謙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計室科長 王○婷

3 國立宜蘭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曾○霞

4 國立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校長 李○峰

5 國立竹東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王○誠

6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校長 呂○美

7 國立中興高級中學 校長 陳○海

8 國立竹山高級中學 主計主任 林○蘭

9 國立員林高級中學 校長 游○忠 前後年

10 國立斗六高級中學 校長 羅○欽

11 國立北港高級中學 校長 江○淇

12 國立後壁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林○玉

13 國立新營高級中學 校長 楊○杰

14 國立台南二中 總務主任 李○利

15 國立北門高級中學 校長 沈○寅

16 國立旗美高級中學 校長 彭○鋐

17 國立屏東高中 主計主任 林○英

18 國立臺東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翁○貞

19 國立玉里高級中學 主計主任 黃○慧

20 國立新豐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陳○章

21 國立卓蘭實驗高級中學 主計主任 張○鳳

22 國立鳳新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張○發

23 國立基隆女子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薛○芬

24 國立新竹女子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羅○旭

25 國立台南女子高級中學 主計主任 王○菁

26 國立屏東女中 校長 楊○豐

27 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 校長 詹○福

28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黃○尹

29 國立關西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張○南

30 國立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蔡○哲

31 國立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校長 林○燦

32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計主任 李○真

33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校長 陳○聰

34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蘇○綜

35 國立永靖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許○昌

36 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校長 廖○仁

37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計主任 邱○粟

38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黃○期

39 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主計主任 馬○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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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校長 洪○賢

41 國立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徐○立

42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陳○余

43 國立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校長 黃○寬

44 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主計主任 童○梅

45 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李○維

46 國立苗栗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陳○祥

47 國立西螺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計主任 陳○鳳

48 國立員林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游○淨

49 國立北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校長 廖○瑩

50 國立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李○鳳

51 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校長 鍾○水

52 國立基隆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康○利

53 國立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主計主任 林○成

54 國立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魏○斌

55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黃○珍

56 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張○晴

57 國立水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陳○怡

58 國立斗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庶務組長 王○彬

59 國立北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主計主任 劉○惠

60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隆海事高級中等學庶務組長 葉○穗

61 國立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李○杰

62 國立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總務主任 詹○文

63 國立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總務主任 吳○賓

64 國立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主計主任 宋○蕙

65 國立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校長 陳○輝

66 國立宜蘭特殊教育學校 主計主任 李○琴

67 國立雲林特殊教育學校 校長 陳○清 前後年

68 國立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主計主任 蕭○誠

69 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李○明

70 國立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庶務組長 彭○銘

71 國立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總務主任 蔡○卿

72 國立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校長 溫○詩

73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總務主任 王○輝

74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附屬餐旅高級中學 庶務組長 李○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