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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安全局會計處 會計長 屈張龍

2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 研究委員 黃耀生

3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 科長 張惟明

4 行政院主計處第二局 視察 高淑娟

5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編審 阮靜如

6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約聘人員 梁華南

7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專員 潘寧馨

8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科員 呂淑君

9 行政院主計處會計管理中心 約聘研究員 林秀鈴

10 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 專員 張任琦

11 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 專員 翁宜君

12 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 設計師 林鈴玉

13 內政部會計處 科員 陳玲芳

14 內政部警政署會計室 專員 周文彩

15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會計員 蔡春發

16 內政部統計處 技正 許咨民

17 外交部會計處 科長 施顯超

18 國防部會計室 主計參謀官 周世忠

19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 組長 葉敏忠

20 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主計署 財務參謀官 李炳南

21 國防部海軍後勤司令部主計處 科長 楊裕鎰

22 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主計署 署長 陳松培

23 國防部主計局帳務中心 財務官 陳瑜玟

24 國防部主計局政策計畫處 副處長 李同榮

25 財政部會計處 專員 蘇俊誠

26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會計室 專員 林春燕

27 臺灣銀行會計室 科長 張麗珍

28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營業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番復

29 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室 科員 鍾正玉

30 教育部會計處 專員 蔡維娌

31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科員 許淑琴

32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顧珍娜

33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室 組長 史靜玉

34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室 組長 方美媛

35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股長 秦康韻

3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會計員 石美驊

37 臺灣臺中少年觀護所會計室 會計主任 簡春田

3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孫啟楨

39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科長 秦怡雯

40 臺灣桃園監獄統計室 統計主任 范素蓮

41 經濟部會計處 稽核 陳淑靜

42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視察 韓瑞娟

43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組長 陳秀雯

44 經濟部水利署會計室 科長 楊桂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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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會計室 專員 錢淑靜

46 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室 課員 張麗寬

47 經濟部統計處 專員 邱淑純

48 交通部會計處 科長 吳美芍

49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會計室 科員 陳美秋

50 交通部公路總局會計室 專員 呂碧如

51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正國際航空站會計室 會計主任 王本哲

52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鍾秀櫻

53 交通部電信總局會計室 科長 吳明淇

54 交通部統計處 專員 張惠蓉

55 僑務委員會統計室 視察 黃國冄

56 行政院衛生署會計室 科長 王沬玉

57 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劉貞娟

58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會計處 稽核 李榮霈

5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

國民之家會計機構
佐理員 韓富民

60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統計處 科長 陳俊源

61 國立故宮博物院會計室 科員 李金樹

6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會計室 會計主任 林冠伶

6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會計室 視察 王麗珍

64 中央銀行會計處 科長 莊美微

6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臺中區就業服務中

心
會計員 許淑鈴

6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室 專員 謝美秀

6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會計室 科長 黃文琦

6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會計處 專員 陳靜宜

69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會計室 專員 陳季惠

70 司法院會計處 科長 陳淑娥

71 司法院會計處 專員 李懷臨

7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統計室 統計主任 紀秀蓮

7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統計室 書記官 林靜惠

74 審計部會計室 專員 王琴鳳

75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黃國華

76 臺北市立忠孝醫院會計室 會計主任 鄭秀容

77 臺北市停車管理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郭德芳

78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會計室 股長 鄭鳳草

79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楊惠珠

80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股長 林淑汝

8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林瑞枝

82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秘書 陳碧美

83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會計室 股長 李佳蕊

84 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麗華

85 臺北縣中和市積穗國民小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彭幸玫

86 臺北縣板橋市重慶國民小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楊健芬

87 宜蘭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吳淑歸

88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純育



89 桃園縣政府主計室 帳務檢查員 馮松珍

90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林月娥

91 新竹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邱淑琴

92 苗栗縣政府主計室 課員 蘇金祝

93 苗栗縣衛生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葉玉金

94 臺中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林秀美

95 臺中縣大里市公所主計室 主任 吳世蓮

96 彰化縣消防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李京齡

97 彰化縣政府主計室 課員 施麗芬

98 南投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吳美珍

99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主計室 主任 施慧珍

100 雲林縣斗六市公所主計室 主任 李曉薇

101 雲林縣政府主計室 課員 陳美杏

102 嘉義縣稅捐稽徵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添發

103 嘉義縣警察局會計室 股長 林美貞

104 臺南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歐乃中

105 臺南縣下營鄉公所主計室 主任 陳嫦卿

106 高雄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鄭名桂

107 高雄縣鳳山市公所主計室 主任 林崑德

108 屏東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張竹嫻

109 屏東縣警察局會計室 股長 梁淑華

110 臺東縣稅捐稽徵處會計室 會計主任 陳春嬌

111 花蓮縣政府主計室 課長 邱暉晏

112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饒瑞玲

113 金門縣政府主計室 會計課長 葉火仁

114 基隆市警察局會計室 會計主任 謝秋環

115 新竹市政府主計室 課長 鄧秀珍

116 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蔡美玲

117 臺中市政府主計室 課長 蔡淑瓊

118 嘉義市政府主計室 課長 王繐敏

119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會計室 會計主任 孫申娥

120 臺南市政府主計室 課長 鄭夙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