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110024 陳○儒 臺中市立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2 500110068 許○純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3 500110122 許○傑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500110143 陳○勲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5 500110183 余○怡 國立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500110202 楊○浩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7 500110216 蔡○廷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 500110233 林○琪 敦品中學

9 500110237 鄧○樺 苗栗縣立三義高級中學

10 500110293 顧○羽 臺中市立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 500110352 林○姿 國立金門高級中學

12 500110364 曾○豪 新竹縣立六家高級中學

13 500110390 吳○濃 國立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14 500110435 陳○君 國立苗栗高級中學

15 500110456 鄭○怡 國立金門高級中學

16 500110532 陳○柔 國立苑裡高級中學

17 500110540 黃○彣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附設高職部

18 500110544 林○苡 敦品中學

19 500110567 江○麒 苗栗縣立興華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國文科(A區) 19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120025 張○彤 國立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2 500120028 蘇○豪 國立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 500120057 林○青 國立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4 500120139 王○慧 勵志中學

5 500120163 涂○文 國立旗美高級中學

6 500120288 莊○雅 勵志中學

7 500120304 鐘○仰 國立中興高級中學

8 500120315 廖○雁 國立岡山高級中學

9 500120368 林○芳 國立竹山高級中學

10 500120370 蕭○秀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 500120389 蔡○容 國立斗六高級中學

12 500120435 沈○塵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3 500120440 蔡○宇 國立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14 500120453 陳○志 國立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5 500120459 陳○雯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16 500120476 邱○珊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17 500120493 楊○琪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18 500120497 白○心 國立後壁高級中學

19 500120533 曾○如 勵志中學

以下空白

國文科(B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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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130002 莊○誼 國立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國文科(C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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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210025 林○豪 國立溪湖高級中學

2 500210041 張○姍 國立員林高級中學

3 500210042 張○評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4 500210064 簡○宇 苗栗縣立大同高級中學

5 500210091 莊○境 臺中市立西苑高級中學

6 500210120 郭○瑜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7 500210173 楊○璋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 500210175 呂○嘉 敦品中學

9 500210225 林○誼 國立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 500210254 楊○婷 敦品中學

11 500210305 沈○翔 臺中市立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2 500210325 黃○瑛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3 500210388 杜○耘 國立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4 500210415 曹○圓 國立員林高級中學

15 500210416 林○筑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6 500210418 黃○庭 苗栗縣立大同高級中學

17 500210480 黃○軒 臺中市立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8 500210502 李○宸 國立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9 500210503 呂○柔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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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220013 許○尹 國立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 500220034 吳○宇 國立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3 500220043 呂○儀 國立東石高級中學

4 500220102 蔡○芳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5 500220113 呂○儒 國立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6 500220123 蔡○倫 勵志中學

7 500220126 李○縈 國立北港高級中學

8 500220145 陳○優 屏東縣立東港高級中學

9 500220168 鐘○雯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10 500220219 莊○華 國立北門高級中學

11 500220232 林○旬 國立新營高級中學

12 500220235 陳○甄 勵志中學

13 500220241 周○任 國立北門高級中學

14 500220270 李○心 國立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5 500220281 鍾○宏 國立中興高級中學

16 500220302 施○妤 國立中興高級中學

17 500220334 許○姍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18 500220361 謝○恩 國立竹山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英文科(B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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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310037 陳○文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 500310044 何○翰 臺中市立中港高級中學

3 500310101 許○維 國立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4 500310121 林○展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 500310126 張○穎 敦品中學

6 500310200 陳○宗 桃園市立楊梅高級中學

7 500310242 蕭○軒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 500310304 林○婷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9 500310312 劉○易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10 500310317 張○揚 國立中興高級中學

11 500310318 胡○右 國立金門高級中學

12 500310320 沈○廷 敦品中學

13 500310388 柳○銘 苗栗縣立大同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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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320003 黃○鈞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 500320009 柯○衛 國立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3 500320050 徐○智 嘉義縣立竹崎高級中學

4 500320078 劉○軒 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 500320079 周○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500320135 陸○翰 國立北港高級中學

7 500320145 張○禮 勵志中學

8 500320225 戴○池 國立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9 500320242 蔡○儒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10 500320268 方○通 國立竹山高級中學

11 500320270 林○億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2 500320292 王○云 勵志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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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400008 謝○偉 勵志中學

2 500400069 林○蓉 臺中市立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3 500400116 賴○峯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4 500400125 陳○廷 國立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 500400161 蕭○佑 敦品中學

6 500400231 吳○哲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7 500400235 李○皇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 500400239 陳○瑄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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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500036 李○庭 國立岡山高級中學

2 500500112 張○維 國立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3 500500150 廖○域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附設高職部

4 500500219 雲○仁 國立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 500500295 陳○宏 國立中興高級中學

6 500500313 蕭○芳 臺中市立忠明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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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600013 林○瀕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500600055 張○嘉 敦品中學

3 500600077 余○均 國立金門高級中學

4 500600083 江○婷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5 500600114 楊○超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6 500600125 呂○恩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7 500600136 顏○揚 勵志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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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700042 翁○君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500700095 莊○逵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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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800015 呂○傑 勵志中學

2 500800152 蔡○庭 國立北門高級中學

3 500800167 許○菁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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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0900005 胡○寧 彰化縣立田中高級中學

2 500900059 洪○晴 苗栗縣立興華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地球科學科 2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000007 李○祐 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2 501000021 楊○琪 彰化縣立二林高級中學

3 501000040 李○穎 國立臺東高級中等學校

4 501000047 游○軒 臺南市立永仁高級中學

5 501000052 李○恩 國立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生活科技科 5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100016 張○慧 國立北門高級中學

2 501100028 蘇○依 國立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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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210048 林○璇 敦品中學

2 501210054 李○葳 國立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501210061 吳○慧 敦品中學

4 501210070 張○庭 國立溪湖高級中學

5 501210113 黃○茹 敦品中學

6 501210119 葉○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7 501210125 萬○雯 國立苗栗高級中學

8 501210127 石○安 國立南投高級中學

9 501210129 卓○薇 苗栗縣立三義高級中學

10 501210143 利○瑋 國立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11 501210160 洪○軒 國立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2 501210177 林○鵑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3 501210223 李○勳 國立馬祖高級中學

14 501210241 吳○儒 敦品中學

15 501210267 林○平 國立員林高級中學

16 501210285 陳○臻 苗栗縣立興華高級中學

17 501210288 陳○安 敦品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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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220004 蕭○鏵 勵志中學

2 501220009 于○君 國立斗六高級中學

3 501220012 謝○儀 嘉義縣立竹崎高級中學

4 501220059 王○懷 勵志中學

5 501220061 洪○忻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 501220088 許○綾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 501220107 廖○芳 勵志中學

8 501220122 劉○慈 勵志中學

9 501220126 顏○淮 勵志中學

10 501220128 康○芷 勵志中學

11 501220160 胡○安 勵志中學

12 501220162 黃○瑄 國立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13 501220177 蘇○茹 國立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4 501220182 歐○琪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5 501220239 羅○莉 國立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6 501220246 謝○霖 勵志中學

17 501220251 邱○秦 勵志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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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230008 劉○如 國立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 501230010 林○欣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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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300056 陳○余 國立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 501300066 黃○慈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501300073 李○玉 國立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501300107 王○娟 勵志中學

5 501300131 劉○君 國立金門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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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400048 劉○柔 嘉義縣立竹崎高級中學

2 501400150 施○安 國立旗美高級中學

3 501400176 黃○茹 勵志中學

4 501400195 陳○婕 臺中市立忠明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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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500008 陳○愷 勵志中學

2 501500023 潘○志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501500234 林○嘉 國立苗栗高級中學

4 501500235 連○尊 國立金門高級中學

5 501500242 楊○翰 勵志中學

6 501500249 林○賢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 501500359 余○穎 國立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8 501500439 蘇○惠 國立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9 501500453 陳○銓 國立員林高級中學

10 501500491 吳○雯 敦品中學

11 501500526 黃○桀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2 501500533 王○濬 臺中市立新社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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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1600001 梁○炘 國立馬祖高級中學

2 501600003 吳○真 桃園市立楊梅高級中學

3 501600021 黃○尊 國立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4 501600030 張○誠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501600052 吳○倫 勵志中學

6 501600075 劉○ 敦品中學

以下空白

資訊科技概論科 6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2300008 邱○慈 勵志中學

2 502300013 游○均 敦品中學

3 502300032 施○津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 502300125 許○慈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502300166 石○貞 國立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 502300227 林○庭 國立員林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公民與社會科 6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2600010 蔡○珠 國立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 502600012 周○珊 國立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健康與護理科 2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2700017 李○璇 桃園市立楊梅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藝術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2900009 張○菱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3000050 陳○炫 國立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2 503000100 馬○強 國立臺東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空白

全民國防教育科 2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4010003 林○鈞 新竹縣立六家高級中學

2 504010036 林○儀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504010039 林○萱 國立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4 504010042 張○閔 國立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5 504010083 陳○妙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6 504010086 陳○岑 國立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7 504010128 邱○禎 國立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 504010138 謝○萱 國立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9 504010161 陳○慈 敦品中學

10 504010165 王○歡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 504010175 王○卉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2 504010302 張○瑋 敦品中學

13 504010305 吳○恬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A區) 1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4020015 莊○綺 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 504020025 謝○倪 國立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 504020026 陳○蓁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504020032 黃○萱 勵志中學

5 504020043 毛○喬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6 504020044 許○真 國立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7 504020060 趙○娟 勵志中學

8 504020076 蔡○倫 勵志中學

9 504020080 蔡○叡 勵志中學

10 504020106 石○騏 國立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 504020132 邱○瑄 國立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2 504020163 張○臻 國立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B區) 12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504030001 許○柔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C區)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A0100001 鐘○傑 國立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 CA0100008 陳○銘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CA0100024 劉○濠 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CA0100027 柯○鴻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CA0100030 吳○軒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CA0100031 王○宇 國立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 CA0100045 陳○霖 國立東石高級中學

8 CA0100055 施○聰 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 CA0100069 湯○凱 國立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 CA0100076 林○佑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 CA0100079 陳○翰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2 CA0100080 鄭○鴻 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3 CA0100085 楊○ 臺中市立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4 CA0100088 盧○賢 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5 CA0100097 辜○宣 國立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6 CA0100098 陳○達 國立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機械科 16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A0310001 林○伊 臺中市立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2 CA0310005 蘇○平 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CA0310011 蘇○婷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CA0310016 賴○志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CA0310017 邱○瑄 臺中市立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6 CA0310023 楊○富 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 CA0310025 施○富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 CA0310026 許○庭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 CA0310029 陳○婷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製圖科(A區) 9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A0800002 陳○龍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機電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A0900002 林○諺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2 CA0900005 劉○曜 國立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 CA0900006 洪○賢 國立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4 CA0900007 洪○呈 國立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生物產業機電科 4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A1000002 倪○炘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電腦機械製圖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B0100003 林○一 國立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2 CB0100008 陳○澤 勵志中學

3 CB0100032 項○益 敦品中學

4 CB0100034 康○傑 國立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 CB0100041 蕭○凱 敦品中學

6 CB0100050 許○霖 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汽車科 6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C0100001 謝○霖 臺中市立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2 CC0100006 曾○揚 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CC0100013 劉○輝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CC0100018 林○山 勵志中學

5 CC0100022 梁○祥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CC0100029 劉○明 敦品中學

7 CC0100034 黃○智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 CC0100040 蘇○守 國立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9 CC0100044 徐○傳 勵志中學

10 CC0100053 梁○富 敦品中學

11 CC0100055 林○霖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2 CC0100061 許○棠 敦品中學

13 CC0100069 蔡○哲 臺中市立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4 CC0100079 楊○婷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5 CC0100083 粘○昇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6 CC0100085 梁○程 國立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7 CC0100087 劉○弦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8 CC0100091 魏○軒 國立東石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電機科 18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C0200001 謝○銣 國立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 CC0200009 張○華 臺中市立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3 CC0200016 壽○涓 國立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4 CC0200023 洪○晉 臺中市立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5 CC0200039 洪○欣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CC0200043 伍○蓉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 CC0200044 呂○河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電子科 7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C0300004 許○婷 桃園市立楊梅高級中學

2 CC0300018 林○鈴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CC0300024 張○德 臺中市立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4 CC0300026 蔡○霖 國立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5 CC0300028 張○諭 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資訊科 5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D0100006 謝○安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土木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D0210003 張○鈞 國立南投高級中學

2 CD0210005 楊○富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CD0210015 張○茜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CD0210016 方○智 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CD0210020 李○誌 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CD0210021 陳○蓁 國立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7 CD0210026 莊○微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 CD0210033 蔡○廷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 CD0210034 李○儒 臺中市立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空白

建築科(A區) 9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E0100005 周○怡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 CE0100009 方○婷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 CE0100015 林○慧 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CE0100017 王○宸 臺中市立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5 CE0100022 賴○萱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化工科 5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E0200001 賴○生 臺中市立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空白

染整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F0210002 柯○言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CF0210022 林○融 國立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CF0210032 余○育 國立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4 CF0210066 詹○琳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5 CF0210096 吳○哲 臺中市立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6 CF0210103 范○方 國立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7 CF0210121 邱○琳 國立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8 CF0210125 柯○馨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9 CF0210129 廖○婷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商業經營科(A區) 9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F0300008 林○玲 國立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CF0300012 洪○棋 國立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3 CF0300019 林○貞 國立北港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國際貿易科 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F0400021 王○慧 國立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CF0400049 陳○如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會計事務科 2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F0500001 廖○賢 國立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CF0500019 王○杰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CF0500025 陳○姿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 CF0500031 邱○伊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 CF0500052 歐○男 國立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 CF0500075 許○瑄 臺中市立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空白

資料處理科 6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G0100001 張○越 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 CG0100005 林○君 國立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CG0100015 佘○儀 國立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 CG0100049 劉○柔 國立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 CG0100050 蔡○妤 國立南投高級中學

以下空白

應用英語科 5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H0200015 林○萱 國立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 CH0200023 林○驅 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 CH0200026 陳○敏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室內空間設計科 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H0800034 雷○姮 苗栗縣立三義高級中學

2 CH0800037 許○惠 國立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3 CH0800050 黃○穎 國立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廣告設計科 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H1000019 蘇○雯 國立旗美高級中學

2 CH1000023 郭○梅 國立後壁高級中學

3 CH1000024 詹○雲 國立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多媒體設計科 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I0100001 陳○源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2 CI0100003 謝○ 國立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3 CI0100009 黃○庭 國立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農場經營科 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I0200007 陳○懷 國立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畜產保健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I0300004 留○豪 國立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森林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I0400003 顏○芸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園藝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J0200014 陳○愷 國立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2 CJ0200018 黃○萩 國立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3 CJ0200025 陳○姸 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食品加工科 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K0100007 任○英 國立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 CK0100013 梁○芳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家政科(專業科目) 2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K0300016 彭○惠 勵志中學

2 CK0300022 李○銀 國立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3 CK0300028 楊○璇 勵志中學

4 CK0300030 黃○棻 國立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美容科 4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K0700007 陳○琪 國立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時尚造型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L0100017 洪○芳 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 CL0100028 林○嬫 國立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CL0100056 逄○銘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觀光事業科 3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L0200009 唐○欣 敦品中學

2 CL0200010 郭○卿 國立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3 CL0200013 陳○方 敦品中學

4 CL0200023 高○玲 勵志中學

5 CL0200024 吳○睿 勵志中學

6 CL0200033 許○菁 勵志中學

7 CL0200047 李○伊 國立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8 CL0200052 林○麟 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9 CL0200065 郭○吟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0 CL0200136 蔡○儒 國立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餐飲管理科 10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M0200002 莊○珊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2 CM0200003 郭○凱 國立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輪機科 2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科別:  分發   名 

序號 入場證號碼 姓名 分發學校 

1 CN0200002 林○祈 國立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以下空白

水產養殖科 1

教育部受託辦理 110學年度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

公開分發榜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