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機關 職稱 姓名 參訓班次

1 民政局 助理員 王心怡

2 教育局 科員 林宏儒

3 農業局 技正 柯美珍

4 經濟發展局 約聘人員 沈詩雯

5 觀光旅遊局 約聘人員 余俐瑱

6 工務局 助理工程員 林啓發

7 水利局 工程員 林達遠

8 水利局 約用人員 林錦源

9 社會局 助理員 徐韶均

10 勞工局 約用人員 葉秋君

11 地政局 科員 楊佳霖
12 都市發展局 技士 呂毓倫

13 文化局 主任 胡寶相

14 文化局 約聘人員 林玉昇

15 交通局 科員 孫沁芬

16 衛生局 約用人員 杜詠馨

17 環境保護局 衛生稽查員 朱博文

18 警察局 警務員 施坤祥

19 警察局 警務佐 蔡俊男

20 消防局 隊員 陳冠傑

21 消防局 約僱人員 石慶豐

22 稅務局 科員 李蕊芬

23 東區區公所 主任 柳英莉

24 南區區公所 課員 王怡君

25 北區區公所 主任 謝昀庭
26 安南區公所 助理員 陳淑美

27 安平區公所 里幹事 陳俊廷

28 安平區公所 辦事員 蔡美祝

29 中西區公所 里幹事 黃俊誠

30 新營區公所 課員 林英敏

31 新營區公所 課員 林銓榮

32 鹽水區公所 主任 李珮君

33 麻豆區公所 里幹事 林裕肱

34 佳里區公所 技士 莊宜蓁

35 新化區公所 主任 王念悌
36 善化區公所 工友 王儷蓉

37 學甲區公所 視導 陳怡君

38 柳營區公所 約僱人員 蔡依穎

39 後壁區公所 主任 王美羚

40 東山區公所 助理員 蘇明娟

41 下營區公所 視導 郭詩妤

42 六甲區公所 課員 李佳珍

43 官田區公所 助理員 陳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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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內區公所 課員 陳美秀

45 七股區公所 視導 黃慶源

46 將軍區公所 技士 程立森

47 北門區公所 里幹事 凃清滿

48 新市區公所 主任 董雪嬌

49 新市區公所 課員 林建忠

50 安定區公所 課長 林昭男

51 山上區公所 約僱人員 吳政道

52 玉井區公所 課長 溫昭誠

53 楠西區公所 課員 蘇文本

54 楠西區公所 約僱人員 周宜佳

55 南化區公所 技佐 李俊穎

56 左鎮區公所 課員 謝雅帆

57 仁德區公所 里幹事 蕭碩修

58 歸仁區公所 課員 黃冠文

59 關廟區公所 課員 戴熒怡

60 永康區公所 技士 蔡禮鴻

61 白河區公所 課員 黃欣怡

62 白河區公所 主任 吳竣傑

63 西港區公所 主任 蘇芷嫻

64 西港區公所 約僱人員 康明然

65 鹽水國小 主任 李佳傑

66 月津國小 人事管理員 洪育棋

67 永康地政事務所 人事管理員 林乙丰

68 西港國中 主任 蘇靖萍

69 永康國中 主任 杜慇琴

70 正新國小 主任 郭昆如

71 崑山國小 主任 翁玉玲

72 新民國小 主任 游宜真

73 西港國小 人事管理員 黃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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