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教學部員任用考試合格名單 

※合格者名單係依考生姓氏筆畫順序排列。(筆畫少者排列在前，筆畫多者在後。) 

花蓮區 

壯年部 江國信 洪我憲 

婦人部 唐莛琳 楊家綺 韓佳汝 

男子部 吳東翰 呂哲豪 陳乙成 張茂麟 黃振泰 楊益誠 曾竑凱 俞宗緯 簡銘辰  

蕭竣之 

女子部 王馨慧 江亞芯 吳佳蓁 李宥萱 盧又菱 

 

台東區 

壯年部 洪石筆 

婦人部 林美雲 郭芳如 蔡宛諭 鄭惠瑋 

男子部 方俊元 吳御樂 劉桀綸 鍾毅 

女子部 韓方宜 

 

基隆北區 

壯年部 陳得清 鄭鈞魁 謝忠和 

婦人部 吳逸蓁 李靜如 林芳萍 陳淑華 楊秋英 鄧芳芳 謝美蓮 

男子部 王翊清 巫信諺 殷紹茗 游閔瀚 黃欣 蔡懷緯 簡永昌 

女子部 李玟誼 李婕綺 林汎堉 孫瑟君 曹雅涵 楊文瑩 

 

基隆東區 

壯年部 周瑞榮 林志昌 陳秉宏 陳舜清 黃景暘 

婦人部 王秋菊 吳寶霞 林秀琴 胡嘉芯 莊鈞婷 陳秀琴 陳香蘭 黃翊嵐 楊嘉莉 

男子部 李晟維 余柚霖 余凱漢 林金聖 林傑閔 洪鎮宇 張瑋哲 郭志傑 黃弘志  

蔡鴻鑫 練恩宇 

女子部 池翊瑄 吳姳蓁 林珈宇 郭雅君 陳柔安 楊淳茵 曾楉恩 徐珮淳 鄒其叡  

蘇秋萍 

 

蘭陽北區 

壯年部 呂逸歆 

婦人部 江羽岑 江美鳳 林美華 林素玉 郭美婷 游月好 

男子部 朱楊慈 林辰蔚 



女子部 鄭心蕾 賴潔 

 

蘭陽南區 

婦人部 王燕紹 何曉秋 李惠娟 席莉芸 陳小平 陳淑芬 

男子部 李宇翔 林奕安 傅廣文 劉宏安 

女子部 余品萱 陳玉鳳 張嘉儀 

 

淡水區 

壯年部 謝林聰賢 鍾文忠 

婦人部 陳瓊芳 鄭如婷 魏珮儀 

女子部 朱宸儀 李昱瑩 林靖真 邱鈺淇 郭鎔瑜 黃宇婕 

 

台北北區 

壯年部 林國安 郭順孝 

婦人部 吳素萍 林慈玲 曹靜 陳淑芬 陳麗琴 樊麗珠 謝慧敏 

男子部 方昇偉 胡譽騰 孫祐翎 陳育衡 彭韋智 葉柏材 蘇耕右 

女子部 吳謹妤 周歆喻 邱渝涵 連子儀 曾湘郁 劉語宸 謝寧 蘇心霈 

 

汐止區 

婦人部 王月媖 何梅秀 洪美珠 游景雅 詹芸芸 謝秀琴 

男子部 朱伯辰 康書翔 賴奕宏 

女子部 余佩娠 黃靖惟 

 

內湖區 

壯年部 王瑞陽 李永強 陳相翰 陳明德 曾國鈞 

婦人部 林素貞 林亭之 柯甯馨 楊秀鳳 

男子部 李彥輝 陳泰鈞 謝正澤 謝其昌 

女子部 陳亭孜 陳品蓁 

 

台北東區 

壯年部 王慶豐 李海鳴 楊致平 

婦人部 王玉姬 王靜閔 加藤久美 李玉珍 李姿慧 張紫雲 張雅智 莊秀英 陳宥蓁  



黃麗華 楊淑靑 

男子部 洪翊誠 高之祐 莊識右 許世鈞 陳致瑋 蔣岳宸 鄭利晟 

女子部 李恩婗 李茲以 高安柔 楊于嫻 劉于萱 

 

台北中區 

壯年部 王進興 蔣謹兆 

婦人部 王毓苓 王麗華 李盈頤 呂寶惜 林金月 周家慧 張麗卿 陳月琴 陳明珠  

陳思穎 陳春蕊 陳曉慧 鄭玉葉 簡曉珍 羅佳馨 

男子部 林廣進 陳以恩 潘仁順 戴毓恩 

女子部 江芯瑜 林欣苓 陳誼潔 夏蓁妮 

 

台北西區 

壯年部 李信霖 卓利弘 洪進發 姚長慶 張贛鈴 郭正文 陳星光 

婦人部 王俐晴 王珮雯 江麗清 何安琪 吳亞權 林莉芳 林智閔 許淑麗 郭明華  

郭金珠 孫慈憶 張珮蓁 張民育 陳杏沅 陳秀美 陳務 陳淑雲 黃璧枝  

楊雅婷 鄧若玲 葉雅珮 劉嵐崢 蔡瀚儀 蕭月嬌 闞楚楓 

 

男子部 王鉦勛 王澤榆 吳安舜 李和家 俞詠銘 陳念昕 楊英豪 楊閎翔 董堯暵  

潘世偉 潘弘軒 

女子部 杜昀儒 林藝 吳明謹 卓家葳 芮琦 徐曉薇 時尚安 郭庭恩 陳宣伃  

陳莉蓁 楊孟淇 雷雅如 趙芝瑩 

 

台北南區 

壯年部 江俊諺 許勝輝 黃政仁 

婦人部 江孟芸 宋如蘭 林欣怡 林莘于 林漪婷 陳寶玉 羅綵絹 

男子部 伍振禹 吳旻哲 洪傳文 黃安敏 楊泓享 溫希健 盧星宇 

女子部 李雅雯 林宸萱 侯子翎 時胤荃 張雁菱 張雅惠 曹瀞文 陳楚涵 甄曌珞  

趙庭若 鄧晴 劉佩佳 鄭竹萍 鍾胤儀 

 

永和區 

壯年部 余展林 曾冠豪 楊瑞宗 廖俊偉 

婦人部 林欣誼 曹慧馨 陳佩君 陳怡玲 曾淑華 黃巧穎 錢怡利 

男子部 洪鉦鋌 徐赫更 陳星綸 

女子部 謝惠存 

 



中和區 

壯年部 周先陽 林咏隆 蔡一誠 蘇志男 

婦人部 王素梅 王慧貞 王鳳瑛 林宜美 林嘉慧 洪宜婕 徐春月 張恩菁 陳鈺  

曾子彤 鄭鼎琳 

男子部 李信毅 曾國豪 

女子部 林立薔 張家渝 陳靜頤 彭美實 彭美學 

 

板橋區 

壯年部 林朝鍊 

婦人部 陳靜宜 蔡淑卿 

男子部 方翊宸 林逸軒 許書銘 許紘瑋 楊啟賢 盧彥旭 

女子部 吳侑芸 吳怡昕 洪子崴 洪子晴 洪詩婷 徐婉庭 游千慧 盧嬿羽 

 

城林區 

壯年部 李明棟 陳家傑 蘇貴華 

婦人部 李憶姍 周采穎 翁心梅 張麗梅 陳佳容 陳虹貝 羅君玲 蘇美芳 

男子部 王致盛 周苡航 金佳賢 鄭仲恩 蕭游 

女子部 王宜溱 林文馨 陳宣伶 郭庭語 鄭年芮 鄭鈺彥 鍾晴 蘇于鈴 

 

三重區 

壯年部 黃望峰 蔡昇霖 

婦人部 沈采嫻 高娟娟 張惠蓉 許秀卉 陶鳳螢 黃詩喬 黃慧蘭 劉穎雅 蔣秋芳  

鄭景瑋 蕭子茗 鐘明月 鐘珮怡 

男子部 林尚頤 徐士峰 莊聖中 許祐瑜 賀彥勛 廖彥景 

女子部 李翊忻 林欣童 曾慧青 劉怡瑄 

 

新莊區 

壯年部 吳文聘 吳春和 李智勇 林千舟 洪誌遠 張竣傑 薛鈞燦 

婦人部 李玨瑩 林水錦 林素珠 涂鳳嬌 張素花 張簡承凌 莊娟娟 郭沛嫺 程媛  

彭馨瑩 黃昀琪 楊育珍 葉宛琳 葉燕惠 潘雅萍 謝宜蓁 謝瓊梅 

男子部 丁榕彬 李昇峰 林子勛 林茂文 林善文 翁秉居 陳冠辰 陳奕安 楊閏安  

謝宗穎 謝昀達 羅啟睿 蘇彥儒 

女子部 杜晏秋 林邵彤 姚若媛 胡翊嵐 張華今 陳美瑜 陳郁甯 黃怡玲 葉定璇  

趙筱君 謝馨慧 羅芸蓁 



 

金門支部 

壯年部 陳清木 

婦人部 蔡玉盞 蔡燕萍 

女子部 張珮倫 黃沛雅 黃美芸 蔡昀珊 

 

桃園北區 

壯年部 李小祥 翁緯儒 蔡上琳 賴清章 

婦人部 王姿淳 江旻珍 余金妹 吳柔函 呂庭臻 呂雅晴 林子軒 林巧彗 林伶  

高瑋婷 游均珮 薛秀鳳 簡敏晰 

男子部 江宗峻 呂柏漢 涂芫緯 許家赫 郭邑安 游高齊 

女子部 吳冠臻 吳奕蓁 林珮潔 郭芝妤 陳明珣 陳宥芹 黃珮玲 黃婉菱 黃韻融  

楊雅涵 賴宥莘 賴楷淇 

 

桃園中區 

壯年部 杜宗澤 董維軒 簡相明 

婦人部 王素珍 呂盈秀 吳柏臻 吳慧明 林品妹 邱淑麟 洪若芬 黃心惠 姜佩佳  

陳子涵 陳勻甄 陳依萍 陳宥佑 陳惠娟 陳靜怡 粘燕芬 喬惠敏 黃玉君  

黃汶琪 黃艷慧 蕭雪琴 鍾麗柔 謝寶妹 

 

男子部 余秉軒 張庭聖 莊亞諺 陳御泰 黃立宸 楊博廷 

女子部 呂宜倢 呂芮榛 李昱萱 張芷綾 郭靜慧 黃冠穎 陳琬瀅 楊孟晴 蔡雅安  

簡瑜萱 

 

桃園西區 

壯年部 岑振釗 李健偉 林嘉聲 

婦人部 王莉莉 朱心瑩 何偲嫻 范凱芸 易妙津 張菊華 張筱菁 莊蕙慈 許朝薇 

陳月桂 黃友怡 黃玉珠 黃惠楨 劉鳳英 鄭淑樺 鄧文毓 戴美君 羅蓉嬌 

謝淑芳 謝沛紜 

男子部 王楀濰 李宥宏 張皓雲 許孟楷 陳衍丞 

女子部 吳怡靜 黃妤萱 郭郁綾 廖宇凡 蔡妃妘 賴筱媛 謝昀熹 

桃園東區 

壯年部 林義益 邱明亮 蔡鳳源 

婦人部 丘金玉 李素免 李麗姬 邱妃敏 柯怡如 張宥淇 張嬌鳳 陳珠香 陳櫻玉  



曾麗滿 蕭婷芳 簡芷齡 羅玉鳳 鄒淑華 黃語倢 賴秀美 

男子部 何孟奇 李家智 林后元 施宜廷 張侑竣 郭沅謀 陳代鈞 楊淳皓 趙承禹  

劉嘉宇 鄧富元 

女子部 王冠瑾 王瑞渝 李庭華 宗媛甄 陳又慈 黃靖恬 鍾羽宸 

 

新竹區 

壯年部 鄭博仁 

婦人部 朱怡樺 吳壬瑜 吳燕鈴 李心怡 李秀琴 李裕宴 李麗秋 徐燕美 陳娟娟  

彭素媛 黃雍斐 趙秀惠 潘玉梅 鄭惠方 鄭惠清 黎鳳英 

男子部 王柏翔 許正彥 陳奕安 曾彥翔 黃靖宇 

女子部 邱羽緗 洪群惠 紀昭宇 徐珮瑄 馬譽軒 陳一素 曾千沛 黃柔菀 黃鈺晶  

劉熒嫈 

 

苗竹區 

壯年部 王月龍 呂佳霖 林召宏 林俊成 賀邦彥 黃全炎 陳木清 

婦人部 吳淑燕 李碧玉 李鳳娟 林筠靜 徐冬妹 陳秋雲 黃彩蓮 劉思慧 蔡碧玉  

羅秀英 

男子部 王士豪 石聯霆 李尚諭 林其陞 張宸維 陳世明 陳銘輝 彭佑森 劉家瑜  

羅仁傑 

女子部 王珮芸 蕭芯瑩 

 

台中北區 

壯年部 林浤岳 陳秋金 顧明哲 

婦人部 王思宥 呂春美 李鳳娥 李慧貞 吳蕙曄 林秀茹 林幸枝 林婉琪 林潘季秀  

洪意評 曾瓊蕙 梁珮堉 陳美蘭 陳旻潔 廖玉卿 廖嫌 蕭采玲 賴月娌  

羅貞滿 顧芝瑛 

男子部 金詩倫 徐志瑋 曹長瓏 黃品傑 黃聖滄 劉承旭 劉哲瑜 蔡宗諺 蔡柏銘  

賴建邦 賴嘉彥 魏利安 

女子部 丁方晴 谷玉軒 林育呈 唐子儀 舒孝萱 黃心俞 黃樂 廖美淇 蔡宜儒  

劉郁姍 

台中南區 

壯年部 林盈全 陳錦城 黃寶慕 鄭尚紘 

婦人部 何宏怡 呂采慧 李月束 林育如 洪育姍 洪筱喬 唐秀英 孫惠 張麗娟  

梁嘉寧 陳靜慧 蔡巧 蔡佳綾 蔡淑允 賴宥慈 

男子部 吳政諺 李冠呈 林育陞 林亞陞 林佳龍 林重佐 林紘宇 洪丞帆 曾偉展  



曾紹恩 葉冠宇 廖柏鈞 劉宙逸 賴宇昂 謝名冠 游順隆 

女子部 白韻慈 高莉瀅 劉芸妘 

 

台中西區 

壯年部 李陽 陳彥谷 

婦人部 吉田咲紀 吳旻諴 吳碧綢 胡妙菁 周嘉妍 翁靜雪 郭淑鈴 陳玉芳 陳怡君  

彭貴君 曾琬瑜 黃桂娥 劉麗華 鄭美慧 

男子部 王昆政 尤傳健 江亮和 莊宏鎧 許哲瑋 許惟昱 陳有成 陳彥臻 葉帛瑋  

魏新鵬 

女子部 吳雅婷 李靄蓉 杜昕潔 廖芸以 鍾怡婷 

 

南投區 

壯年部 巫明松 

婦人部 李宛如 何麗萍 胡雅茜 陳明媖 

男子部 洪偉智 胡燕升 周禮群 楊正安 鄭亦凱 

女子部 王孟婕 成佩恩 洪歆宜 

 

彰化一區 

壯年部 吳錦松 

婦人部 高媺鈴 張淨閔 黃閔紋 鄭雅云 賴雅榛 蘇素香 

男子部 李亦翔 施志承 郭義泓 陳岱佑 

女子部 王子怡 王淯錞 李玉鳳 洪雅娸 簡采葳 

 

彰化二區 

壯年部 王仕文 

婦人部 王水萍 李孟恂 陳玟秀 葉淑貞 蕭碧珠 謝雅韻 劉孟璿 

男子部 吳璟雍 徐上驊 張禹顥 張鈞鈉 陳依承 陳金坪 黃才銘 

女子部 詹詠茜 廖珮妤 

 

雲林一區 

壯年部 謝昆宏 

婦人部 王維甄 李秉蓁 林宥妡 林曉青 張家鳳 陳秀珠 曾亦蕙 楊巧菱 趙乃賢  

蔡淑珍 謝雅琪 

男子部 朱征輝 李俊德 張恩嘉 許祐銓 陳勝宣 黃千又 楊勛丞 廖子瑋  



劉家成 凃閎翔 

女子部 吳妤柔 吳宜珊 吳宜蓁 李昀蓁 林晏如 張維恩 陸心緣 黃羚瑋 廖芷庭 

賴禹汎 劉佳宜 

雲林二區 

壯年部 吳扶結 

婦人部 王鈺婷 邱銘飛 許慈幼 黃沛瑩 黃麗芬 蔡莉淇 

男子部 黃昱翔 黃睿緯 廖永盛 廖柔和 蔡荏百 

女子部 程芷涵 陳筱媃 謝玟宜 

 

嘉義區 

壯年部 王秋慶 林裕埕 邱國渭 張文瀚 劉亞諭 

婦人部 林美玲 吳惠珠 邱淑如 張素枝 許月紅 陳汶瑄 曾素秋 黃招菊 黃眉蘭  

黃惠眞 黃綉惠 

 

男子部 劉育星 蕭弘毅 羅百冠 

女子部 王子佳 林盈萱 林盈蓁 陳鈺蓉 蕭文娟 

 

台南北區 

壯年部 陳銀章 廖尚豪 劉宇紘 劉昇澔 

婦人部 王春菊 江俋橋 江秀珠 李美琪 李珮君 張粧如 黃馳喻 蔡美如 羅家畇 

男子部 黃秉程 黃秉鋐 

女子部 林芷儀 林蓁 翁子雅 楊鎔夢 蔡宥瑩 謝子晴 

 

台南中區 

婦人部 尤琇汝 王素昭 林邱蜜 郭亮君 黃衍靜 黃靖淳 黃淑珍 

男子部 姚俞均 陳建利 黃子祐 盧竑廷 凃仲恩 

女子部 林詩容 曾芝云 劉鈅沄 

 

台南東區 

壯年部 黃文亮 蔡清水 

婦人部 李淑貞 林玉真 陳英美 陳琬臻 黃仁靜 黃何秀雲 劉淑婷 劉瑞莉 蔡明桂  

戴子雯 

男子部 沈冠豪 林育愷 林衍志 林語捷 郭少璿 郭聖甫 陳冠彰 陳威廉 黃立詮  

楊秉宸 



女子部 李珮君 周于婷 周玨熙 范庭暄 

 

台南南區 

婦人部 呂婉寧 李玉鳳 林美秀 林淑美 林淑華 郭富美 黃仁姿 甯宥宥 楊汶樺  

謝淑珍 

男子部 洪瑞彬 程子耘 顏汏鋼 

女子部 郭韶恬 

 

岡山區 

婦人部 王郁慧 施美慧 黃惠如 蘇金治 蕭惠文 

男子部 林宇安 林志穎 郭立翔 陸宏祈 

女子部 柯品妤 郭芯甯 楊心妤 

 

高雄東區 

壯年部 何賜南 林沛益 黃朝源 鄭慶豐 

婦人部 李宜容 洪維婕 陳怡雯 

男子部 陳威元 

女子部 莊宜瑄 莊敏暄 許祐嘉 楊嘉軒 

 

高雄北區 

壯年部 尤坤治 蔡博全 

婦人部 余姿瑩 李燕妮 李麗梅 孟芷玄 郭曉萍 鄂阿錦 楊心慧 鄭許玉鳳 劉麗岫  

蘇惠珠 

男子部 吳驊栢 李威儀 施鴻宇 洪警余 范宸瑋 陳俊霖 陳竣莆 陳豐豪 黃聖諺 

女子部 周琬玲 張家綺 鄭品蓉 鐘梓芸 潘靖宜 

 

高雄南區 

壯年部 何均寶 胡成加 張晴龍 陳俊潁 溫金財 

婦人部 呂季珍 李月娥 沈燕惠 周梅玉 林玲瑟 許月治 陳宜芬 黃晨鈴 鍾明秀  

簡素環 趙偵閔 

男子部 陳勇勳 陳宥豪 陳竑頤 黃泓竣 

女子部 許家榛 黃美榆 賴芊帆 

 



高港區 

婦人部 王靜慧 李欣純 唐詠姍 

男子部 王鼎文 呂宣勤 許嘉祐 黃景俊 

女子部 任科蓉 夏紫蓮 郭欣柔 

 

高雄中區 

壯年部 莊志盛 曾慶昌 陳明和 

婦人部 沈環慧 吳淑敏 翁碧雲 陳怡靜 曹千庭 陳品蓉 陳雅靜 湯美鈴 賈美惠  

鄭曉萍 蕭雯凌 韓采恩 蘇淑珺 蘇麗詩 薛莉澐 

男子部 王瑞鼎 王瑞澤 李泳邑 李源銓 林昱豪 段兆陽 孫兆崵 張益睿 曾晨恩  

黃昱翔 廖浩智 蔡承儒 薛智鴻 

女子部 李筠品 林佳諠 張嘉芸 梁宥姍 陳羨萓 鍾璨如 顏詩庭 

 

澎湖本部 

壯年部 朱建鳴 吳永富 陳情對 賴俊民 姚永勝 

婦人部 成高宇萍 余梅君 吳秀惠 呂蕭住柳 邱慧娟 陳芸莉 陳金惠 陳春可  

陳素鳳 許秀卿 許雅芬 許惠英 張鳳嬌 莊馨媛 黃秀燕 黃雅芳 鄭淑靜  

鄭君蔤 謝麗君 

男子部 王耀韡 呂秉羱 柯一帆 張文亮 鄔丞瑋 簡揚 顏翌珉 

女子部 林妘蓁 葉佳妮 顏妤珊 

 

鳳山區 

壯年部 胡百鴻 唐敬宸 楊子俊 

婦人部 王雅玲 吳佳玲 林米淇 邱美怡 孫美洲 黃淑芬 盧美玲 蔡佩樺 

男子部 黃富笙 謝青峰 

女子部 丁佳郁 吳芊宏 吳佩綺 高榆媗 郭欣怡 郭欣柔 陳芊伃 陳雅琪 劉怡辰 

 

寶發區 

壯年部 呂舜富 謝慶豐 

婦人部 王雅惠 方秀蘭 莊加琦 倫華 鍾盈華 鍾潔 

男子部 柯皓翔 莊致瑋 陳亮宇 陳麒禾 蔡承亨 

女子部 方書郁 莊景淳 陳憶慈 黃泳瑄 

 



屏東區 

壯年部 吳慶元 李振輝 胡榮良 黃啟誠 

婦人部 王美文 古芳華 朱俶儀 林宜蓁 林宜慧 洪麗珠 張秀珠 許素真 陳淑秋  

陳雅文 陳碧珍 黃美秀 黃美欗 鍾雨洳 謝秀緞 

男子部 王培任 周裕軒 林昶瑾 楊少家 鄭翊成 賴彥霖 鍾秉言 謝秉宏 

女子部 吳婉嫜 鍾淑媚 顏烽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