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揚子高級中學英檢成果豐碩              2016.06.22 

    在全體英文教師共同努力下，十六年來學生已通過英檢初級複試者達 1275位，中級初試者有 657 

位，中級複試 236 位，中高級初試 66 位，中高級複試 9 人；99 年初級複試通過 65 人，中級初試通過 56

人，中級複試通過 27 人，中高級初試通過達 12 人；100 年初級複試通過 56 人，中級初試通過 45 人，中
級複試通過 19人，中高級初試通過達 6人，101年初級複試通過 51人, 中級初試通過 59人,中級複試通過
8 人,中高級初試通過 3 人，中高級複試通過 1 人；102 年初級複試通過 39 人，中級初試通過 28 人，中級
複試通過 14 人，中高級初試通過 1 人，中高級複試通過 2 人；103 年初級複試通過 67 人，中級初試通過
38人，中級複試通過 21人,中高級初試通過 9人，中高級複試通過 1人; 104年初級複試通過 77人，中級
初試通過 29 人，複試通過 10 人，中高級初試通過 10 人，中高級複試通過 3 人；105 年初級複試通過 33

人，105年中級初試通過 24人，中級複試通過 7人, 中高級初試通過 1人,展現傲人的學習成果，並受到家
長及社會人士肯定。 

90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49人 

張薷云 趙書平 劉翠連 蔡明吟 林奇玄 李宜樺 林芳安 林岳樺 洪譽瑄 張宇汶 程于芳 陳盈芝 

劉昱忻 陳育暖 張金樺 廖英展 賴靜宜 梁紘瑋 陳泳翰 張喬智 葉湘君 王子文 陳冠帆 許雅舒 

林郁如 丁中平 謝慧萱 翁亢賢 丁錦慧 李宜真 王佳瑜 顏小涵 陳盈均 廖婉筑 蔡承龍 林嫈曼 

張芥慈 李文婷 石承旻 陳郁穎 陳世豪 陳登翔 陳盈縝 吳依諦 陳柏同 張淨雲 王梓柏 謝昀臻 

何權修  

91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134人 

陳建富 林慧婷 陳幸含 張芸婷 楊繼增 張育中 高慈吟 廖修珊 楊雅婷 陳音孜 王怡惠 顏妙錞 

林盈成 張慈芸 陳鑾英 吳函育 楊舒涵 謝旻諺 楊榮欽 蕭楷譯 周余諭 林靜昭 林孟佑 陳貞羽 

張珀賢 古家安 吳東霖 林承玄 吳阜峻 李益誠 李明達 周妙錦 詹宇儒 黃閔潔 顧耀崙 周聖夏 

劉韋呈 蔡昀哲 蔡式爵 張湘琳 蘇美璇 陳奕桓 黃瓊瑩 劉坤橦 黃書彥 蘇文彥 郭小萍 蔡孟謙 

張守仁 黃政毓 吳柏翰 王靜婷 李嘉豐 鄭資霈 陳婉容 王威展 陳慧珊 林靜秀 謝尚育 吳易蓁 

吳佳儒 黃梅蓮 張雅萍 蕭裕騰 花婉婷 王才輔 廖聆雯 張彥士 林琪茵 陳嬿茹 曾莎雯 張嘉安 

蔡夆杰 張乃文 張維正 周欣澐 詹豐嶽 陳弘益 施明村 李琇雯 郭韋翔 沈郁珊 陳建豪 陳瓏尹 

彭寬哲 陳怡珊 陳俊龍 王翠岑 李俊賢 謝春興 張書瑋 游子萱 劉嬴潔 魏苹珊 詹宜智 鍾淑儀 

駱主平 吳聖文 黃家興 蘇昱云 曾嬿築 陳伊君 陳意湘 趙泓翔 蕭茹鈴 吳慧敏 潘柊之 廖春暉 

邱靖涵 蘇維蘋 曾傳瑛 陳姿朱 張堤傑 張家綿 賴宗岱 陳進達 廖培雅 楊豐榮 林宏洲 施依妏 

余宛璇 陳冠伶 林志龍 甘雅雯 韓筠茜 張培欣 郭思婷 王牧葶 陳柏森 黃閔如 林鈺凱 丁苡蒨 

洪啟維 劉黃頌淳  

92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54人 

陳易瑄 陳宇揚 蔡顗婷 吳妤欣 黃怡萍 雷喻翔 王淑妙 楊婉瑱 張勝涵 林佳鋒 陳睿誠 黃子豪 

周佳仁 陳仕哲 黃昱豪 周華珊 陳姍汶 吳清憶 黃琬貞 許佑瑋 蔡馥如 郭小萍 李柔儀 林士凱 

沈裕智 蕭羽彤 謝馨慧 郭珈瑜 蕭婉容 蕭佑任 丁曼茹 鄭心怡 胡家誠 林建呈 黃恩霖 詹勝翔 

張桂獎 林銘璋 張家綺 王威庭 周欣澐 陳舒婷 曾韋勳 黃悅霖 戴恩璇 陳璽允 林佳穎 羅文翎 

陳杰劭 陳信榮 陳居郁 陳伯遠 郭俊佑 周曜堂  

93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96人 

廖敏君 駱主平 李宗憲 黃正岳 黃文彥 林志樺 洪若庭 邱顯榮 謝姍妤 李學林 邱于軒 蔡炘澤 

陳俊瑋 王依仁 林安乙 林耕民 江岳峻 林靜昭 廖貞嵐 許萬海 黃敬雯 廖奕翔 吳佩珊 邱馨慧 

李佩玲 劉庚和 蔡佳璇 陳柔岑 楊雅荃 周谷峰 劉昱彣 陳佳琦 曹慶充 巫師銜 劉耀升 王婉蓉 

程玉涵 林軒峰 王伯陽 何宜勳 黃子容 吳香臻 陳彥呈 劉軒豪 王海蓉 林子陽 楊天沂 蘇盈螢 

林文健 粘覺元 陳玉珊 姚佾珉 廖梁佑 陳湘玲 俞珮萱 凃佩吟 陳儒寬 張景萍 蔡青芙 鍾佩芳 

蘇文玲 廖建華 吳麗媛 郭小琪 郭育菁 許雯蒨 許聖彥 廖乙嬪 林佩玉 陳俞蒨 曾郁雯 蘇佩玉 

羅文偉 周志彥 梁承維 吳晉賢 沈毓萱 李柏逸 羅宇辰 高煜庭 蔡宛錚 康博涵 鐘庭萱 董家昇 

黃韻軒 康伊瑩 莊雅雯 丁鴻銘 王仁音 許雅婷 周雍智 李欣容 陳兼樺 張奕婷  

94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136人 

李宛儒 江孟諺 郭昉儀 呂宜珊 劉冠佑 彭廷崴 吳政宏 閻紹瑜 李玉雯 蔡宛芸 王俊權 李芮淇 

陳靜玟 陳冠睿 廖冠博 林珉亘 吳珈錚 陳思樺 周思綺 劉柏豪 程柏懷 林慶晏 李婷婷 許順裕 

關蕙玲 許評貴 謝秉叡 陳芊螢 曾冠綺 黃建銘 趙瑋亭 張欣蓓 黃詩淇 張怡婷 簡靖璇 邱韋壬 

吳冠伶 江素芳 張宏源 李柏逸 王華君 張鈞傑 謝秉航 楊雅柔 邱彥鈞 呂冠臻 簡沛淳 陳韵荃 

劉雨欣 楊靜如 黃瑋筑 林盈君 李淳蓁 廖泓竣 程國展 吳莉榕 黃鴻鈞 丁建元 葉國興 陳婕安 

沈廷勳 陳宜娟 郭士榤 黃偉強 蘇翎娟 謝亞庭 花倩茹 蔡永進 王美文 周佳慧 許高銘 曾毓珊 

楊惠茹 葉倖碩 林俊霖 林俊嘉 李幸容 洪德芬 王培謹 李明錦 林豐麒 許雅婷 莊士賢 程文信 

曾子芳 王偉彥 陳易賢 廖庭妤 廖詠新 林恩宇 蔡宇軒 郭恩圻 莊惠雯 沈怡妏 許家華 沈筠婷 



林帥甫 陳冠余 楊維珊 王瑩蕙 張智聖 王麗婷 蔡毅旻 謝聆君 陸俊源 李靜瑜 陳俞君 林靜津 

林璟恆 張浩瑋 林盈君 胡銘勳 許瑋翎 蕭怡欣 廖姮姿 賴政哲 吳俐陵 陳泱達 洪珮芬 林琨皓 

林政德 張哲豪 張鈺筠 楊雅文 劉冠岑 廖逸文 蔡奇軒 侯品全 王紫柔 施懷智 林采錦 施佳君 

林昱儐 廖煥文 鐘恒偉 歐威庭  

95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98人 

張恆嘉 陳宥羽 陳鈺婷 陳亭安 廖小婷 蔣依瑋 顏仰樓 許盛智 池中佑 沈英豪 汪凱琳 廖威凱 

黃怡嘉 林佳霈 楊琇惠 沈柏穎 林儒謙 張勝榮 黃仁祥 廖書佑 廖譯豪 張恩慈 陳建翰 吳亭怡 

周郁晨 陳宇姮 謝政安 葉佩瑜 吳婉鈴 李孟容 孫雅迪 李俊道 陳奕如 陳盈汝 曾于庭 蔡承蓁 

蔡青汶 廖心渝 陳昭良 陳亭方 張怡暐 賴于叡 張中豪 陳昱蓁 許虹媛 沈于庭 蔡明修 曾玠筑 

顏姝羒 陳泰宇 楊凱翔 王鵬瑞 蔡鳴軒 楊佳容 陳宥端 林煒倫 尤舜泉 黃秉璋 黃中佑 李馥宇 

張哲輔 鐘偉榮 林冠宏 陳宏祥 林孟欣 余佩儒 章翔鋒 黃柏諺 施信安 張容禎 賴逸鴻 鄭莉文 

蔡佳展 黃柏翰 劉映辰 蕭吟庭 紀智獻 陳喬雯 葉紅汝 陳雅玲 郭品夆 許民憲 曾韶羽 廖婕妤 

李宜寧 郭恩呈 李家儀 李蒼豪 賴筱婷 陳冠宇 丁端豪 尤信凱 陳德偉 廖翊紜 鄭睿彥 黃意捷 

林怡均 林子騄  

96年通過初級初試名單：160人 

 

 

 

 

 

 

 

 

 

 

 

     

   

 

 

 

96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125人 

 

 

 

 

 

 

 

 

 

 

 

 

 

97年通過初級初試名單：136人 

吳鑒祐 許文曦 林宏達 江易澄 張薏蕙 李佳佩 黃文勇 詹景舜 徐嬉潔 簡宏宇 黃瑄羚 廖禮茵 

林裕軒 江欣怡 林宜樺 陳品穎 陳佑恩 張智綺 王蕙瑄 蔡毅彣 翁皓勤 李翊嘉 蔡嫚家 王湘涵 

侯凱容 吳文信 侯冠至 廖瑋薪 陳俊諺 洪明遠 黃敬庭 謝云 高詩詠 陳日輝 林書綾 林于倫 

廖若帆 李亮德 廖林瑜 鄭皓騏 蘇辰羽 詹富娟 陳奕龍 李家宇 張庭瑜 陳柏誠 郭宥含 郭芳豪 

洪憶平 洪于庭 方國郡 謝鈞源 吳翌楷 蔡甄玲 林帛帟 吳千衣 張榮益 陳淑琴 曾奕翔 陳品文 

吳宜庭 陳暉森 吳國瑭 陳科維 孫國舜 王詣鈞 曾鈺玲 張娟容 許鈞硯 李俊達 陳柏儒 張沛蓁 

鍾芷庭 黃郁淳 李育霖 陳璽存 王志嘉 楊善貿 方鈺雅 張嘉娟 陳奕誠 林郁翔 陳憶欣 徐雅雯 

石于倩 黃雅琪 李姿儀 鄭雅憶 王貞邦 廖偉凱 王冠婷 陳菁蕙 陳思杼 林書瑋 黃景偉 廖晟洋 

楊柏榆 詹家瑋 柯元敦 吳東霖 沈綱中 林芝吟 王秀鳳 李妍儀 謝瑋方 鍾佶亨 黃龍田 黃思綺 

楊佩瑜 陳仁一 謝濬哲 簡宏宇 劉雯欣 張瀞文 陳瑋廷 廖偉成 沈綉珮 莊哲豪 許景程 鄭沅傑 

戴銘逸 王博彥 蔡開遠 許舒皓 蘇宣庭 陳建甫 張淑惠 李佳紜 高翊欣 陳映璇 郭建緯 施玉蟬 

黃盈臻 溫乙蒨 洪德芳 楊博喬 廖玉婷 許詩卉 陳雅青 蔡秉翰 方敏秀 劉子熏 陳峙穎 黃楷庭 

曾國樺 魏佑珊 董庭安 張雅妮 林宜青 劉羿君 王琬兒 林思彤 王文祺 吳思微 姚百郡 梁資芸 

郭政儒 張阡曼 張世昕 黃采民 林于倫 周柔言 許菀庭 魏大紘 吳盈瑩 洪珮淇 劉威毅 廖宗瑋 

王鈺庭 蕭安評 林宜璇 黃嘉慧 林恆全 劉韋伶 張榛寓 陳佳琪 丁肇昱 陳芷暄 黃保閎 陳俊穎 

徐慧釗 李書瑜 廖俊宇 林易儒 蔡宜勳 廖志絃 蔡和昆 廖苑琪 邱韋霖 林佑霖 董庭宇 陳育附 

黃冠淵 陳鈺敏 王惠融 王明偉 林千惠 張怡璟 廖文健 謝惠如 潘語之 許家豪 謝雅苹 施柏仰 

呂錫彥 王育融 林柏丞 張依妍 廖佳柔 程滄亮 陳素娟 張馨心 周佳樺 林太乙 林佳芸 林  晨 

黃郁翔 丁敬洺 王婷瑜 江予卉 胡晏慈 唐勤雅 黃基揚 廖茹瑾 丁云雅 吳佳錡 陳姿瑜 廖紜萩 

王章翰 張祐誠 張慧馨 陳威廷 童  帥 吳翌楷 林毓彗 梁惠雯 王威聖 洪  揚 張芷容 陳思樺 

陳筠程 陳慧旗 李盈璇 廖晏聖 周柏村 蘇緯倫 翁尉勝 張安旗 謝秉桉 邱于芳 廖唯任 林庭伊 

陳羿秀 陳燕而 陳偉菘 陳儷文 枊庭茵 方鈺惠 石承杰 林容靖 柯沛君 高敏耀 陳品穎 游博森 

吳宛蓉 林群寓 施聖瑩 傳浚清  

王博彥 莊哲豪 許景程 陳瑋廷 廖偉成 劉雯欣 鄭沅傑 戴銘逸 謝濬哲 李佳紜 張淑惠 蘇宣庭 

許詩卉 楊博喬 劉子熏 李偉誌 廖玉婷 王文祺 王琬兒 吳思微 林思彤 張惠雯 劉羿君 張世昕 

黃采民 林易儒 張瓈云 莊昀庭 廖俊宇 許家豪 謝惠如 林恆全 劉威毅 張旅綺 張維哲 邱韋霖 

楊佩瑜 陳仁一 蔡開遠 許舒皓 陳峙穎 黃楷庭 董庭安 梁資芸 黃嘉慧 郭政儒 張阡曼 周柔言 

許菀庭 魏大紘 顏昱淇 李書瑜 張怡璟 陳俊穎 黃保閎 廖文健 丁肇昱 林千惠 黃冠淵 王明偉 

王惠融 王棋鴻 王鈺庭 徐慧釗 張榛寓 董庭宇 王育融 吳盈瑩 呂鍚彥 洪佩淇 張依妍 陳鈺敏 

劉韋伶 林宜璇 江予卉 唐勤雅 廖茹瑾 周佳樺 林佳芸 林庭伊 廖唯任 蔡宜勳 陳羿秀 陳嬿而 

廖佳柔 丁敬洺 胡晏慈 黃基揚 曾國樺 林太乙 黃郁翔 陳偉菘 謝秉桉 洪德芳 陳雅青 方敏秀 

蘇緯倫 王婷瑜 沈綉珮 張瀞文 枊庭茵 張祐誠 洪揚 陳思樺 林容靖 張雅妮 梁惠雯 丁芸雅 

廖紜萩 林群寓 邱于芳 蔡秉翰 王章翰 王威聖 張芷容 石承杰 姚百郡 林毓彗 陳慧旗 陳姿瑜 

方鈺惠 施柏仰 謝雅苹 周柏村 廖志紘  



廖林音 劉芳汝 黃昱融 林高立 林穎玟 蔡承堯 王茲民 游小逸 陳郁汾 李照南 蔡秉宏 廖妤瑄 

沈庭裕 劉展均 蕭靖翰 張承翰 陳宛君 黃國剛 吳宗達 詹景為 廖本菩 傳子玲 方品又 吳雅樺 

陳怡靜 丁偉哲 王心慈 李文翔  

97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103人 

廖若帆 王秀鳳 陳暉森 李亮德 黃國剛 陳柏誠 陳宛君 陳璽存 林高立 吳佳錡 王千綺 詹景舜 

鍾芷庭 方品又 洪于庭 許文曦 蔡毅彣 吳雅樺 王貞邦 王蕙瑄 張嘉娟 廖林音 吳翌楷 丁子宴 

洪憶平 徐嬉潔 江欣怡 張智綺 謝云 王心慈 王志嘉 黃文勇 張娟容 吳東霖 游小逸 黃景偉 

王茲民 高詩詠 黃雅琪 李文翔 蔡承堯 陳儷文 張慧馨 孫國舜 鍾佶亨 吳宜庭 廖婕雯 張耿銓 

陳思妤 石于倩 詹家瑋 林宏達 沈庭裕 沈綱中 陳科維 黃思綺 陳菁蕙 楊柏榆 蕭子翔 張芸萍 

吳宗達 李家宇 張榮益 林家毓 陳怡靜 蔡秉宏 梁廷瑋 郭宇庭 王宜軒 陳品宏 黃柏齊 李奇峰 

卓峰民 林芝吟 歐煌仁 卓峰毅 周易 陳育勝 黃凱盈 蔡佳容 謝伊婷 張凱媛 張君瑋 蘇辰羽 

廖崇廷 廖哲賢 謝瑋芳 許瑋哲 劉展均 張庭瑜 許鈞硯 蔡甄玲 溫博媛 蔡嫚家 黃瑄羚 陳婉甄 

廖林瑜 高翊欣 鄭鈺蓁 李翊嘉 許馨云 張恒嘉 李穎昊  

98年通過初級初試名單：153人 

許祐甄 賴韋靜 楊世宇 李承祐 劉美伶 林采玟 莊雅情 廖嘉仁 林佑蓮 李乙仙 麥雅筑 丁映圻 

王郁敦 陳蕙心 顏煒倫 吳佳怡 林芷芸 廖沂棻 王煒智 張育豪 黃于珊 侯凱容 蘇柏盛 程宥宏 

李宬有 林裕達 趙珮宇 陳冠君 許維倫 謝勝宇 陳怡安 謝孟錡 吳冠緯 周健瑜 林岳昇 傅胤澄 

黃博鴻 李雲如 李佳紋 王桂婷 李玠霖 廖韋婷 周欣虹 林  晨 黃亭諭 余庭郡 林妏諭 余俊錡 

尤  彥 倪珮琳 詹宜得 賴彥齊 丁巧玲 林士凱 黃章誠 吳逸暉 林佑庭 陳佑恩 張馨予 林鈺烜 

傅子玲 楊于東 張夢麟 李宜螢 陳子誼 蔡雨蒨 陳懿如 陳英文 林宗翰 林庭伃 何宗學 陳虹伶 

詹佳珩 丁君眉 張巧宜 鍾俊佑 尤怡婷 盧奕廷 陳柏諺 吳文信 廖宥媃 張浩亞 李昇陽 廖本菩 

劉芳汝 姚琳鈞 王毓琇 王楚瑜 黃韋庭 林明陽 曾奕翔 侯冠至 陳慧婷 林宜樺 張安旗 張志博 

陳育駿 程冠菱 鍾岳峰 徐秉逸 林姿辰 江福華 洪子奇 王詩愷 陳佑昇 李俊達 廖珮雯 林郁軒 

程祺鈞 林雨謙 吳坤昇 羅渝涵 黃郁家 許維彥 余宛蒨 李奕萱 李俐盈 湯子慶 陳曼雙 張耀昇 

吳鑒祐 許智淮 張佳綺 湯杰儒 蔡承恩 張佑菖 陳俍瑾 陳品錡 吳佩欣 廖泉宇 李  濬 蔡協霖 

林廷諭 何寬俊 陳馨媛 劉智展 李忠霖 林耿輝 林映萱 林育祺 林姿融 許雯婷 陳奕誠 陳雅婷 

廖偉凱 楊善貿 張凱雯 洪明遠 張健罡 蔡佩璇 林文凱 戴為傑 陳誼倫  

98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92人 

許祐甄 賴韋靜 廖嘉仁 李承祐 莊雅情 麥雅筑 陳蕙心 王郁敦 林佑蓮 劉美伶 李乙仙 丁映圻 

張育豪 吳佳怡 林芷芸 王煒智 廖沂棻 黃于珊 侯凱容 廖敏慧 蘇柏盛 李宬有 林裕達 趙珮宇 

陳冠君 謝孟錡 陳怡安 傅胤澄 周健瑜 王桂婷 林  晨 林姿吟 倪珮琳 傅子玲 李宜螢 陳子誼 

蔡雨蒨 張夢麟 林宗翰 林庭伃 詹佳珩 陳英文 陳虹伶 尤怡婷 廖宥媃 陳柏諺 歐冠成 李昇陽 

劉芳汝 王子云 郭仡青 吳柏緯 呂奕萱 賴怡安 賴緯達 張安旗 許珮綺 張育嘉 江福華 林姿辰 

李俊達 林郁軒 吳坤昇 林克展 許維彥 程祺鈞 楊世宇 顏煒倫 許智淮 許維倫 陳品錡 蔡協霖 

周欣虹 李杰陽 林晏丞 黃亭諭 王得郡 余俊錡 林士凱 林妏諭 林廷諭 林鈺烜 劉智展 林育祺 

許雯婷 盧奕廷 吳文信 廖偉凱 楊善貿 張健罡 林文凱 曾奕翔  

99年通過初級初試名單：99人 

林伯衡 李宜穎 周  群 黃茵婕 丁建捷 李映蓁 李宛儒 林品辰 林郁芳 董芳君 李佩怡 丁宛瑩 

李承霖 饒家瑜 蔡硯丞 陳盈蓁 廖彥凱 陳維德 黃易媗 黃逸竺 黃家偉 李建曄 林采玟 張茵蕎 

郭宸瑋 莊杰潾 蔡宗廷 陳昀佑 蘇一修 林心怡 廖翊婷 洪倩文 蔡漢霖 蔡宗諺 鍾旻錡 陳怡諼 

陳孟欣 陳冠婷 李玠霖 紀安珈 余明樵 林佑翰 廖韋婷 李佳紋 許雅筑 黃凱駿 劉采鑫 廖委晟 

洪嘉蔚 黃品傑 廖薏婷 游佳茵 葉力銘 劉珮嫺 江桂儀 林玠妤 洪禎禧 吳宣廷 吳建源 曾馨儀 

陳琬捷 鄭迦予 林建鈞 許維璿 張竣皓 劉庭均 李念慈 許心瑜 許方瑜 許宸嘉 洪偉博 洪正穎 

劉政諺 丁偉宸 陳正佳 王柏勳 林逸虔 劉士平 蘇家儀 林雅品 李建穎 許皓翔 黃宥蓁 洪溫孺 

張耀昇 廖裕淵 廖佑誠 李昀達 李季衡 鄭叡聰 王苡暄 王彥翔 丁巧玲 施佩辰 林祐庭 許  恬 

詹舒涵 陳宜茜 賴彥儒  

99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65人 

林伯衡 李宜穎 周  群 黃茵婕 丁建捷 李映蓁 李宛儒 林郁芳 李佩怡 丁宛瑩 李承霖 蔡硯丞 

李建曄 林采玟 莊杰潾 蔡宗廷 陳昀佑 黃郁家 余宛蒨 林雨謙 羅渝涵 廖翊婷 蔡漢霖 李俐盈 

湯杰儒 張佳綺 鍾旻錡 廖泉宇 陳孟欣 林紹楷 張瑋庭 廖薏婷 葉力銘 吳宣廷 李念慈 林建鈞 

洪禎禧 許維璿 曾馨儀 劉庭均 鄭迦予 高孝瑄 陳盈蓁 王柏勳 洪正穎 張茵蕎 陳正佳 黃家偉 

劉政諺 蘇一修 張耀昇 傅信翔 李昀達 紀安珈 陳怡諼 陳冠婷 廖佑誠 廖裕淵 余明樵 許雅筑 

鄭叡聰 王苡暄 劉采鑫 林祐庭  許恬  

 



 

100年通過初級初試名單：88人 

吳佳真 許凱婷 顏愷邑 陳鏡羽 王政元 陳俊兆 蔡佳蓁 蔡宜芬 盧繹安 程宜茜 李  竺 許祖騰 

林吟容 林姿余 洪庭郁 洪崇閔 徐琮賀 張詠旻 陳怡倫 陳芸萱 曾智韋 黃彥豪 廖聖瑋 劉恩碩 

蔡佩芸 吳思澄 王詩函 周芷潔 林凱暄 許膮棊 陳怡均 鍾幸祐 陳冠華 李育陞 姜珮瑜 李惠瑜 

胡盛傑 林育璋 賴韋傑 林亞潔 林惠瑩 陳旻秀 陳俍瑾 黃婉慈 夏  菩 廖翊廷 趙景儀 陳雅雲 

孫翰霖 林耿輝 崔詠傑 陳俊諺 賴彥齊 丁君眉 吳佩穎 林天保 張巧宜 章穎倩 李昱柔 賴奕書 

賴鼎元 高孝誠 李晨瑜 陳昱丞 侯昀如 黃千瑜 鄒府鑫 徐瑄翎 陳品妤 楊喻翔 吳逸靖 楊云瑢 

張銘展 廖偉志 廖彥凱 黃邦智 廖若甯 廖若傑 張加琦 黃郁婷 余采怡 陳韋慈 洪  運 戴維欣 

郭銘雅 張愉婕 林文彬 陳重瑋  

100年通過初級複試名單：56人 

張詠旻 林天保 徐琮賀 程宜茜 吳思澄 陳怡倫 蔡佩芸 林惠瑩 黃婉慈 曾智韋 蔡佳蓁 張巧宜 

涂仁福 王詩函 周芷潔 陳旻秀 盧繹安 吳佳真 陳薏如 林品辰 江桂儀 黃易媗 黃品傑 林銘萱 

李玠霖 陳宜茜 陳琬捷 丁偉宸 蘇家儀 詹舒涵 洪偉博 李竺 許碩廷 賴奕書 章穎倩 李昱柔 

陳昱丞 高孝誠 蔡宜芬 王政元 劉恩碩 洪崇閔 洪庭郁 徐瑄翎 林姿余 陳品妤 廖偉志 饒家瑜 

黃明賢 廖信凱 林雅品 楊佩璇 劉士平 許方瑜 李惠瑜 王思云  

101年通過第 1次初級初試名單：37人  

黃祥倫 李欣恬 廖得宇 黃靖淳 林庭伃 顏伊羚 謝育欣 李泓佑 劉有晴 徐品傑 洪欣渝 林建穎 

吳柏諺 胡紘瑋 白皓仁 石秉軒 林承毅 姚展崴 吳泯修 柯信宇 林毓璇 王嬿婷 賴胤承 林鈺昇 

吳君晏 黃士宏 廖偉勝 鍾宇軒 許尼霆 林品秀 鍾浚泓 王守德 孫證豐 蔡育穎 游于靚 黃雅琪 

林忻德 

101年通過第 1次初級複試名單：33人 

李欣恬 黃祥倫 廖得宇 鍾旻軒 林庭伃 陳韋廷 顏伊羚 白皓仁 石秉軒 吳柏諺 李泓佑 姚展崴 

胡紘瑋 徐品傑 陳智泓 劉有晴 賴鼎元 廖廷嘉 王翰堂 王嬿婷 許雅婷 陳俊兆 黃千瑜 黃士宏 

林品秀 許心瑜 林逸虔 林亞潔 洪溫孺 余采怡 李建穎 楊云瑢 張竣皓    

101年通過第 2次初級初試名單：36人  

林佑靜 陳柏瑞 黃仁佑 黃勝崧 謝孟翰 廖勝源 呂若慈 林有朋 林伯翰 林詩涵 徐嘉琪 翁筱筑 

張詠宣 陳彥佑 劉家瑄 林育如 林思婷 陳鈞楹 王彥鈞 吳政翰 蘇羚維 李庭弘 林佑丞 楊筑淩 

林芷歆 林郁嫻 許悄愉 陳芷芳 關易昀 李宜庭 孫宇呈 吳俊昇 林君遠 王柏鈞 王欽威 吳貞瑩 

101年通過(加場)初級初試名單：7人  

蔡紹楷 蔡紹暘 楊秉鈞 吳亞璇 陳盈聿 葉欣筑 張正霖 

101年通過第 2次初級複試名單：18人 

王欽威 黃仁佑 洪欣渝 吳貞瑩 林承毅 林建穎 吳君晏 陳彥佑 呂若慈 張詠宣 翁筱筑 李晨瑜 

賴胤承 林鈺昇 孫宇呈 廖若傑 陳盈欣 陳俍瑾 

102年通過第 1次初級初試名單：25人 

林品孜 廖泓智 施泯嘉 邱彥博 吳織吟 沈欣儀 林柏伸 林煜庭 詹景崴 薛羽彤 黃芮芳 張登凱 

吳宇慈 許尹馨 胡育嘉 張鈞雅 王耀祥 林蔚雲 陳宜萱 林士為 趙心宇 陳鏡羽 蕭聖儒 洪瑋翎 

游適遠 

102年通過第 2次初級初試名單：38人 

宋佳晏 林捷如 陳易澧 黃晏翎 丁泓哲 薛翔宇 張芸慈 林聖傑 劉啟宏 蔡雨珊 林鉦傑 林辰律 

林敬軒 張政凱 詹景崴 梁資鈺 吳美誼 林和進 王冠鑫 黃兆淳 陳品瑄 林欣渝 張詠涵 吳紹瀛 

洪郁權 李天旭 林穎慧 許嘉芳 陳家娸 蘇育萱 耿以庭 黃雅菁 丁啟育 廖紹成 黃思蓉 高琪芸 

吳怡萱 許雅嵐 

102年通過(加場)初級初試名單：6人 

廖繹翔 林正穎 王悠蓮 陳俐瑾 施宜均 陳玟璇 

102年通過第 1次初級複試名單：17人 

林煜庭 廖泓智 沈欣儀 施泯嘉 許尹馨 林芷歆 許悄愉 林郁嫻 謝孟翰 張耀麟 謝育欣 林佑靜 

吳泯修 陳柏瑞 鍾浚泓 楊喻翔 洪瑋翎 

102年通過第 2次初級複試名單：22人 

林品孜 宋佳晏 吳織吟 邱彥博 林柏伸 劉啟宏 蔡雨珊 林鉦傑 李孟昕 張芳瑜 陳泓孜 詹景崴 

吳宇慈 謝貝兒 陳品瑄 張詠涵 許嘉芳 王耀祥 胡育嘉 黃兆淳 薛羽彤 黃芮芳   

103年通過第 1次初級初試名單：29人 

吳周昱 蘇雯婷 蔡晴卉 陳欣瑋 李文銘 黃妙筠 蘇冠文 周佩勳 陳冷妙 李亭儀 吳伶容 廖俞涵 

蔡博宇 籃宣妮 楊子霆 丁毓珊 陳沛汝 林華芹 謝軒琳 楊朝期 柯雅云 廖晟皓 楊筑凌 謝旻樺 



蘇泓任 李欲齊 洪浩維 鄭資方 張家芸 

103年通過第 2次初級初試名單：35人 

王嘉如 

鄭詠心 

林佳蓁 

陳俞婷 

沈晏伃 

吳承鴻 

吳詠琪 

蔡欣霓 

許喬茹 

丁治瑋 

周昱豪 

江易修 

黃晏甄 

王語婕 

吳政儒 

沈楷鈞 

陳韋仁 

黃育昕 

洪秉宏 

林侑正 

陳翠吟 

莊家欣 

蕭靖淳 

涂俊喆 

王文斌 劉美怡 林芷庭 林峻滕 陳怡融 周容濚 鄭暐燁 張煊琪 賴英維 林于婷 翁珮芹  

103年通過加場初級初試名單：7人 

盧巧淇 張文芳 謝汶倍 陳映珈 丁佩慈 柯泳勝 陳俊翰 

103年通過第 1次初級複試名單：39人 

蔡晴卉 李文銘 廖繹翔 周佩勳 李亭儀 林倢如 廖俞涵 黃晏翎 丁泓哲 薛翔宇 陳易澧 謝軒琳 

林華芹 張芸慈 林辰律 梁資鈺 蔡紹楷 陳俐瑾 陳芷芳 蔡紹暘 林穎慧 洪郁權 林有朋 王柏鈞 

陳家娸 馬毓庭 邱詩蒨 牛志瑋 陳亮廷 蘇冠文 林郁婷 翁逢廷 張暐祥 張耘婕 王家麒 林靖晏 

李翊廷 尤藪蓉 許詠鈞 

103年通過第 2次初級複試名單：28人 

陳欣瑋 許喬茹 吳詠琪 陳韋仁 吳政儒 丁彩禾 陳俞婷 李星瑜 楊子霆 江易修 林正穎 丁治瑋 

陳沛汝 丁毓珊 莊家欣 劉為欣 張鈞雅 盧佳旻 王悠蓮 王冠鑫 楊筑凌 陳姵呈 洪浩維 賴英維 

張家芸 張倉豪 阮榆琳 蘇雯婷  

104年通過第 1次初級初試名單：30人 

沈妘蓮 陳宜蓁 林家興 許澤群 溫晨卉 林柏彣 莊家政 吳宛俞 施乃瑄 吳坤益 廖玟琁 蔡玉玲 

余映萱 李涵玫 吳若瑜 洪晴 許庭嘉 林合祥 吳亮成 廖莉湘 張家誠 曾如淳 張惟智 陳篁修 

程翊茜 吳家瑜 黃博揚 張祖胤 劉家孟 彭惠心 

104年通過第 2次初級初試名單：48人 

徐培華 郭欣瑀 蔡和諺 林雅涵 林源德 王婷卉 陳長盛 顏芷琦 陳韋廷 林子嫆 唐廣定 周心茹 

林千鈺 劉采煖 曾  正 林佳慧 劉乙瑩 蕭又瑄 林郁鈞 林修毅 施瑀辰 林邵慈 陳易楷 黃星瑋 

李芳錡 許惠雅 陳雨辰 沈文蓉 林瑄祐 林佳樺 簡孜伃 林弘祐 王俊淵 丁聖哲 施祐禧 許有朋 

鐘健維 郭睿恩 鄭浩祥 楊凱捷 黃怡茹 鍾承翰 林蕙渝 黃怡璇 陳宣如 邱怡臻 趙璧 林韋翰 

104年通過初級初試名單(加場)：15人 

林姵綸 林佑綸 許穎蕎 吳書諭 劉川誌 許峰瑜 陳炫廷 吳珮伶 洪子潔 籃梓寧 丁銘志 陳政杰 

黃豈陵 黃子歡 黃苡涵 

104年通過第 1次初級複試名單：45人 

沈妘蓮 盧巧淇 吳周昱 莊家政 王嘉如 黃妙筠 余映萱 吳若瑜 廖玟琁 李涵玫 黃晏甄 周昱豪 

謝汶倍 洪秉宏 陳泠妙 張文芳 陳映珈 吳伶容 籃宣妮 蔡欣霓 廖晟浩 劉美怡 詹依璇 蔡宛蓁 

鄭暐燁 張煊琪 黃詩涵 吳坤益 洪  晴 林合祥 洪哲渝 林芷瑩 吳盈蓁 林映辰 吳道為 李冠頡 

姚諭圻 許芷瑄 張育瑄 郭彥竹 柯品竹 林煜叡 陳冠庭 許庭嘉 陳泓諭    

104年通過第 2次初級複試名單：32人 

王婷卉 陳宜蓁 郭欣瑀 蔡和諺 顏芷琦 林子嫆 沈晏伃 溫晨卉 林邵慈 劉采煖 許澤群 許有朋 

王俊淵 鐘健維 沈文蓉 蔡玉玲 林瑄祐 彭惠心 林佳樺 黃育昕 鄭詠心 張舒婷 蔡雅名 劉瑀緹 

劉胤伯 王聖凱 廖書逵 蔡意涵 林源德 王昱淜 楊詠珺 張安綺 

105年通過第 1次初級初試名單：17人 

林芝妙 許家峻 曾  于 蔡璦蓮 陳奕志 許高溥 黃冠毓 蘇毅新 林湘芸 鄭苹翊 王婕安 林凱翔 

陳晏傑 廖子霄 王宇新 林敏鈺 廖若淳 

105年通過第 1次初級複試名單：33人 

林姵綸 林佑綸 徐培華 林雅涵 林家興 蕭又瑄 林佳蓁 林柏彣 鄭皓祥 陳炫廷 簡孜伃 楊凱捷 

廖彩吟 吳紹瀛 周心茹 溫柏閎 邱彥碩 丁毓庭 尤凰蓁 張宸浩 許穎蕎 陳逸涵 李晏湘 劉彤琳 

劉啟元 彭妤蓁 許  誠 黃苡涵 林凱翔 李竣宸 沈豐祥 許程翔 呂弦穎    

 

91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23人 

吳易陵 宋昱樺 林慧萍 李盈瑤 李郁慧 巫明侃 林奇玄 翁千翔 陳仕翰 丁怡方 巫明曄 林芳安 

陳盈縝 張淨雲 謝昀臻 吳芷容 彭巧伶 廖婉筑 黃筱媚 李文婷 張薷云 黃宇賢 洪譽瑄  

91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9人 

陳盈縝 張淨雲 謝昀臻 宋昱樺 林慧萍 李郁慧 廖婉筑 林芳安 張薷云 

92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44人 

陳幸含 李琇雯 陳貞羽 張彥士 謝旻諺 陳育暖 黃政毓 周盛夏 陳音孜 賴晉源 李宜樺 張宇汶 

吳函育 林孟佑 詹宜智 黃閔潔 周余諭 洪啟維 陳舒婷 王逸葶 陳奕亘 張乃文 蔡明吟 賴靜宜 

陳意湘 陳弘益 林盈成 陳音孜 蔡丰杰 陳育暖 張家綿 陳冠伶 周哲緯 謝尚育 梁紘瑋 黃書彥 



王牧葶 駱主安 莊雅琇 張守仁 陳俊龍 曾俊凱 楊舒涵 陳盈均  

92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19人 

張彥士 謝旻諺 周盛夏 曾俊凱 黃書彥 黃政毓 楊舒涵 吳函育 林孟佑 詹宜智 陳盈均 梁紘瑋 

蔡明吟 賴靜宜 李宜樺 陳音孜 蔡夆杰 陳育暖 張宇汶  

93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47人 

李亦凌 陳冠帆 丁曼茹 吳東霖 魏苹珊 余宛璇 林紜詠 張家綿 張湘琳 莊雅琇 蔡昀哲 蘇建宇 

張乃文 張偉勤 陳建豪 陳舒婷 陳意湘 周余諭 洪啟維 陳俊龍 楊豐榮 陳婉容 周余諭 侯品合 

蔡馥如 王翠岑 黃閔潔 王牧葶 陳冠伶 林士凱 曾嬿築 蕭裕騰 戴恩璇 李沛澐 劉志恆 張乃文 

李佩玲 陳姍汶 林新凱 蘇佩君 廖聆雯 郭小萍 施俊宏 李宜恩 吳慧敏 翁偉迪 周欣澐  

93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18人 

李亦凌 陳冠帆 陳俊龍 曾嬿築 魏苹珊 陳舒婷 李沛澐 張家綿 王牧葶 李佩玲 陳俊友 吳慧敏 

丁曼茹 張湘琳 莊雅琇 廖聆雯 郭小萍 周余諭  

94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39人 

王海蓉 莊雅雯 李姝葶 周育珊 洪家琪 周姵汶 許愷倩 邱顯榮 黃誌懿 施銘村 陳玉珊 林靜昭 

李學林 丁曼茹 陳霈淳 鄭心怡 吳東霖 蕭羽彤 黃閔如 黃閔如 陳柏遠 黃家興 郭清順 簡以超 

楊豐榮 林依靜 許佑瑋 賴盈儒 羅文翎 林文健 蘇佩玉 蕭怡欣 蔡顗婷 王淑妙 蕭宛珊 許萬海 

周華珊 林佳鋒 許維茵  

94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11人 

王海蓉 周育珊 莊雅雯 黃誌懿 丁曼茹 蘇佩君 許佑瑋 賴盈儒 林文健 蔡顗婷 陳玉珊  

95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47人 

李明錦 康博涵 劉柏豪 丁筱珊 陳佩綺 廖芷微 沈芳瑜 楊維珊 周姵汶 林志鋼 林新凱 黃厚茨 

廖奕翔 劉昱彣 蘇盈螢 林靜昭 許維茵 蕭宛珊 許萬海 郭清順 簡以超 丁鴻銘 邱顯榮 林沛瑩 

郭凡瑄 陳易瑄 黃正岳 黃靖儒 邱瀞儀 許愷倩 蔡宛錞 曾厚嘉 黃詩淇 吳盈君 郭小琪 沈沂瑩 

陳冠睿 周思綺 楊智盛 黃瓏玄 郭育菁 廖翊潔 陳柔岑 黃子晏 張怡婷 黃韻軒 洪若庭  

95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11人 

曾厚嘉 蔡宛錞 康博涵 王淑妙 陳佩綺 廖芷微 陳冠睿 郭育菁 黃詩淇 陳柔岑 丁筱珊  

96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35人 

汪凱琳 廖姮雯 邱木翰 賴逸鴻 黃瓏玄 鄭硯云 李靜瑜 許睿珍 郭小琪 王詩涵 郭士傑 黃韻軒 

吳思微 林青樺 廖庭妤 胡培瑜 沈于庭 曾薇臻 王鵬端 楊蕙茹 劉柏豪 張雅雯 王藝雯 陳儒寬 

張鈞傑 黃彥茹 蔡毅旻 周郁晨 陳亭均 陳鈺婷 陳芊螢 吳麗媛 張怡婷 張奕婷 楊智盛  

96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12人 

汪凱琳 廖姮雯 邱木翰 賴逸鴻 黃瓏玄 王鵬瑞 周郁晨 陳鈺婷 王品軒 鐘庭萱 王聖雯 禇凡 

97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62人 

陳宥端 黃鈺庭 林郁倩 廖若珊 陳函君 鐘偉榮 陳佩宣 李彥慧 謝婷如 劉力榮 許順裕 廖建為 

董家昇 王華君 李俊道 黃胤欣 王瑜爾 呂穎嬋 陳盈汝 許家華 黃楷庭 曾冠綺 王文祺 余佩儒 

劉映辰 李幸容 粘覺元 洪暐翔 廖俊宇 李宜寧 陳亭安 陳彥獉 曾佳琍 林佳霈 黃怡嘉 郭小琪 

林儒謙 廖小婷 蕭翔依 張怡瑋 湯序民 鄭硯云 鍾函芳 唐其堯 林建樺 劉勁甫 王棋鴻 王依仁 

李佳紜 徐慧釗 張雅琳 黃意筑 林庭伊 林容靖 黃宇瑄 丁子宴 楊佳容 吳盈瑩 周逸達 賴于叡 

侯品全 蘇楷楨  

97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19人 

李彥慧 廖庭妤 王瑜爾 黃胤欣 董家昇 曾薇臻 陳亭安 沈于庭 蕭翔依 胡培瑜 陳函君 王棋鴻 

林郁倩 黃鈺庭 唐其堯 廖若珊 陳佩宣 許家華 李俊道  

98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81人 

林家毓 陳仁一 黃基揚 許菀庭 林姿婷 李澐 洪顥瑋 張芷容 許虹媛 劉怡汝 陸美吟 尤舜泉 

吳齊家 洪珮淇 陳亞欣 陳俊穎 陳宥端 黃保閎 黃郁茹 楊凱翔 劉耀升 蔡明修 廖祐賢 陳思妤 

顏姝羒 王雅慧 江欣怡 李建興 林千惠 許鈞硯 陳彥廷 廖三樂 黃紹華 吳怜儀 張榮益 李宜蓁 

許詩卉 吳莉榕 林玉婷 許景程 游小逸 鄭沅傑 柯安純 陳柏誠 黃虹綾 劉子熏 蔡侑桓 許舒皓 

廖紜萩 顏昱淇 魏大紘 王章翰 劉玟銖 陳昱蓁 廖廷浩 林昕璉 陳峙穎 張中豪 張阡曼 王貞邦 

陳筠程 郭家佑 潘柔安 梁資芸 林侑蓉 周柔言 黃楷庭 丁肇昱 陳暉森 陳泰宇 吳宗達 林韋睿 

阮彙羡 吳盈瑩 陳敬宜 黃意筑 許文曦 黃意捷 陳佳琪 張怡瑋 張文瑜  

98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31人 

丁子宴 陳仁一 許菀庭 賴于叡 黃宇瑄 許虹媛 洪珮淇 陳宥端 黃郁茹 蔡明修 楊佳容 林建樺 

廖祐賢 林千惠 徐慧釗 黃芷芸 黃紹華 蘇楷楨 許景程 林家毓 許舒皓 林姿婷 陳昱蓁 蔡承勳 

劉耀升 吳盈瑩 吳亭怡 廖三樂 黃意筑 張文瑜 張榮益  



99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56人 

李承霖 陳蕙心 廖林音 江予卉 胡晏慈 周佳樺 黃俞甄 李政龍 吳東霖 廖哲賢 黃珮涵 顏靖理 

王威聖 林宜璇 方品又 陳暉森 楊善貿 張庭瑜 詹富娟 劉芳汝 王明偉 黃景偉 廖嘉仁 鍾芷庭 

張育豪 陳品宏 陳怡靜 黃國剛 謝云 林紹楷 卓峰民 詹景舜 張中豪 吳翌楷 王貞邦 陳筠程 

廖展榮 陳峙穎 廖廷浩 陳建翰 林帛穎 林妏諭 陳虹伶 陳思樺 張祐誠 王志嘉 洪顥瑋 陸美吟 

陳菁蕙 張嘉娟 張芷蓉 吳千衣 周柔言 林侑蓉 史千桂 廖凱貞  

 

99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27人 

陳蕙心 廖林音 蔡侑桓 江予卉 周佳樺 黃俞甄 林昕璉 張阡曼 廖紜萩 顏昱淇 魏大紘 梁資芸 

郭家佑 劉玟銖 陳敬宜 張怡瑋 許文曦 陳品宏 胡晏慈 陳怡靜 謝云 陳峙穎 顏靖理 黃珮涵 

陳菁蕙 周柔言 洪顥瑋  

100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45人 

洪培軒 李宛儒 林伯衡 王郁敦 賴韋靜 謝孟錡 石于倩 周鈺媖 林  晨 周健瑜 莊坤諭 謝妙君 

陳宜君 陳孟欣 陳宛君 林鈺烜 劉怡汝 黃思綺 傅子玲 廖郁婷 莊惠心 廖紫均 林郁芳 李宜穎 

蔡硯丞 黃茵婕 李佩怡 李映蓁 林郁軒 蔡漢霖 陳怡安 李彥醇 王宜軒 黃于珊 吳佳怡 吳宜庭 

許智淮 王煒智 林韋廷 林芝吟 廖佑誠 蔡惠婷 劉容寧 李佳紋 王苡暄  

100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19人 

李承霖 林伯衡 周鈺媖 張育豪 鍾芷庭 林侑蓉 洪培軒 蔡硯丞 林郁芳 李宛儒 李映蓁 蔡漢霖 

楊孟璇 石于倩 黃于珊 李彥醇 詹景舜 謝妙君 黃國剛 

101年通過第 1次中級初試名單：14人 

陳建錳 李承祐 林克展 麥雅筑 林伊晨 林芷芸 林裕達 李逸軒 林惠瑩 葉品均 劉彥均 陳宗賢 

王珮君 林千又 

101年通過第 2次中級初試名單：22人 

陳韋廷 章穎倩 盧繹安 張詠旻 顏彤恩 黃明賢 許維彥 李乙仙 林雨謙 洪溫孺 廖敏慧 許恆維 

莊凱丞 冉于昕 王姿穎 鍾旻錡 蘇柏盛 李幸韓 許維倫 林金龍 張耀昇 黃沛琪   

101年通過第 3次中級初試名單：23人 

盧譯安 冉于昕 鍾旻錡 洪溫孺 蘇柏盛 林雨謙 李幸韓 陳韋廷 張詠旻 陳逸 許維彥 黃沛琪 

李乙仙 許恆維 王姿穎 許維倫 廖敏慧 張耀昇 章穎倩 張哲維 莊凱丞 顏彤恩 林金龍  

101年通過第 1次中級複試名單： 謝孟錡、麥雅筑、廖嘉仁、王煒智 4人 

101年通過第 2次中級複試名單： 許維彥、林裕達、林芷芸、吳宜庭 4人 

102年通過第 1次中級初試名單：5人 

蔡宜芬 曾馨儀 丁建捷 張祖寧 劉育凱 

102年通過第 2次中級初試名單：5人 

王翰堂 許祐甄 洪宜珊 黃婉慈 陳品錡 

102年通過第 3次中級初試名單：18人 

施泯嘉 黃祥倫 廖得宇 康珮慈 徐琮賀 丁宛瑩 蔡佩芸 林芷蓉 楊喻翔 洪禎禧 楊佩璇 江欣苹 

羅渝涵 陳奕璇 莊雅情 童筠芳 廖婉婷 許智淮 

102年通過第 1次中級複試名單：7人 

張詠旻 陳韋廷 曾馨儀 周群 李承祐 李乙仙 陳怡安 

102年通過第 2次中級複試名單：7人 

章穎倩 王翰堂 康珮慈 楊喻翔 張祖寧 洪宜珊 莊雅情 

103年通過第 1次中級初試名單：12人 

廖繹翔 李欣恬 林庭伃 李泓宇 陳立勛 劉庭均 林郁軒 丁映圻 廖翊婷 吳佳翰 劉美伶 許方瑜 

103年通過(加場)中級初試名單：9人 

陳俊兆 翁筱筑 林鈺昇 張瑀珊 林承毅 徐品傑 陳智泓 黃冠維 章維恩    

103年通過第 2次中級初試名單：17人 

劉啟宏 鍾旻軒 林芷歆 黃仁佑 宋宜芬 蘇泓任 許雅婷 黃士宏 劉家瑄 許維璿 林品秀 李念慈 

李泰億 洪瑋翎 柳懿庭 劉姿潁 黃郁家 

103年通過第 1次中級複試名單：8人 

廖繹翔 施泯嘉 李欣恬 盧繹安 李昱柔 林芷蓉 徐琮賀 林雨謙 

104年通過第 1次中級初試名單：11人 

林品孜 江姿諗 黃彥豪 施宜均 陳冠吾 林韋翔 張詠涵 林郁嫻 李孟昕 許煌浚 林佑丞 

104年通過中級初試名單(加場)：王嬿婷 1人 

104年通過第 1次中級複試名單：5人 



劉啟宏 張詠涵 李念慈 陳立勛 廖修賢 

104年通過第 2中級初試名單：17人 

陳韋仁 廖俞涵 林煜庭 林華芹 廖泓智 劉為欣 許悄愉 張展蓉 薛羽彤 盧佳旻 黃博揚 沈欣儀 

張登凱 魏竹申 陳玥元 賴胤承 陳姵呈 

104年通過第 2次中級複試名單：5人 

林品孜 翁筱筑 江姿諗 張瑀珊 劉家瑄 

105年通過第 1次中級初試名單：19人 

吳詠琪 陳亮廷 吳政儒 廖玟琁 楊子霆 蔡雨珊 林倢如 黃晏翎 莊家欣 黃芮芳 李丹妮 吳宇慈 

楊筑淩 林芷瑩 吳若瑜 蘇冠文 林合祥 蔡昀芷 王郁琳  

105年通過中級初試(加場)名單：5人 

邱彥博 薛翔宇 林祺紘 林和進 張詠萱 

105年通過中級複試名單：7人 

李俊葦 李竣宸 廖俞涵 黃晏翎 張展蓉 林映辰 沈欣儀  

90-97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16人 

劉鳳儀 張薷云 宋昱樺 謝昀臻 謝旻諺 廖聆雯 蘇佩君 陳俊龍 李珮玲 廖敏君 林文健 莊雅雯 

王海蓉 陳冠睿 王品軒 鐘庭萱 

98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10人 

曾厚嘉 王鵬瑞 陳函君 林建樺 楊釺玉 李俊道 蕭翔依 王聖雯 徐慧釗 唐其堯 

98年通過中高級複試名單：陳函君、王鵬瑞 2人 

99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10人 

周郁晨 陳宥端 許莞庭 黃俞甄 賴冠融 林昕璉 陳昱蓁 張阡曼 劉玟銖 黃宇瑄 

100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蔡侑桓、陳仁一、蔡硯丞、詹景舜、江予卉、陳怡靜 6人 

101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林伯衡、張育豪、鍾芷庭 3人 

101年通過中高級複試名單：蔡硯丞 1人 

102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李乙仙 1人 

102年通過中高級複試名單：李乙仙、林伯衡 2人 

103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李承祐、陳韋廷、程宜茜、康珮慈、麥雅筑、廖嘉仁、林鈺姿、林芷蓉、黃茵婕 9人 

103年通過中高級複試名單：陳韋廷 1人 

104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章潁倩、張祖寧、廖繹翔、廖得宇、涂仁福、李欣恬、翁逢廷、林承毅等、陳俊兆、 

                          盧繹安 10 人 

104年通過中高級複試名單：李庭瑜、盧繹安、李欣恬 3人 

105年通過中高級初試名單: 牛志瑋 1人 

通過高級初試名單：宋昱樺 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