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所屬單位 服務單位 職稱 階級 姓名

1 教育部金門縣聯絡處 金門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黃志豪

2 教育部金門縣聯絡處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教官 少校 林佳承

3 教育部金門縣聯絡處 國立金門高中 主任教官 中校 楊國良

4 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 新竹縣聯絡處 副督導 上校 黃茂盛

5 教育部南投縣聯絡處 國立南投高中 教官 中校 許庭婷

6 教育部南投縣聯絡處 國立埔里高工 生輔組長 少校 薛連輔

7 教育部金門縣聯絡處 金門縣聯絡處 督導 上校 林華杉

8 教育部嘉義縣聯絡處 教育部嘉義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中校 謝麗玉

9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教官 少校 林詩淵

10 教育部澎湖縣聯絡處 澎湖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于貫華

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教官 少校 陳欣欣

12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杜建達

13 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 彰化藝術高中 教官 少校 楊俊佑

14 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 彰化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盧諝程

1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台中女中 教官 中校 吳秀絹

16 教育部嘉義縣聯絡處 嘉義縣立永慶高中 生輔組長 少校 温志豪

17 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 國立臺南二中 主任教官 中校 馬志博

18 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 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翁文正

1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教官 少校 洪雅惠

20 教育部雲林縣聯絡處 雲林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張博翔

21 教育部雲林縣聯絡處 斗六高中 教官 少校 秦美惠

2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副督導 上校 高呈龍

23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教育助理 中校 黃邁儀

24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 國立鳳新高中 教官 少校 李冠霖

2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主任教官 中校 謝明德

2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新社高中 主任教官 中校 林家和

27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明台高中 教官 中校 于彩鳳

2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教官 中校 賴美穎

29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室教育助理 少校 陳義賢

30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高工 教官 少校 魏瑞辰

31 教育部基隆市聯絡處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主任教官 中校 甯玉雯

32 教育部基隆市聯絡處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主任教官 中校 方富兪

3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林口高中 生輔組長 少校 何晋霖

3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新民高中 主任教官 中校 王祺勝

35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生輔組長 少校 曾建欽

36 教育部花蓮縣聯絡處 花蓮女中 教官 中校 許雅雲

37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嶺東中學 主任教官 中校 賴俊成

38 教育部台東縣聯絡處 臺東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蘇育德

39 教育部花蓮縣聯絡處 花蓮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吳韋賢

40 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 屏東縣立東港高中 教官 少校 許英信

41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教官 少校 郭威均

42 教育部苗栗縣聯絡處 苗栗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何威穎

43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教官 少校 𡍼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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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 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中校 王志文

45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清華高中 生輔組長 中校 洪雋翔

46 教育部嘉義市聯絡處 嘉義市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沈宗穎

47 教育部嘉義市聯絡處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教官 少校 賴建良

48 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 屏東縣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李進金

49 教育部台東縣聯絡處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教官 少校 邱守山

50 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 生輔組長 少校 林星宇

51 教育部苗栗縣聯絡處 苗栗縣立三義高級中學 教官 少校 劉兆昌

5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主任教官 中校 劉曉樺

53 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 宜蘭縣私立慧燈中學 生輔組長 少校 蔡斌傑

54 教育部新竹市聯絡處 新竹市聯絡處 教育助理 少校 彭郁芝

55 教育部新竹市聯絡處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生輔組長 少校 徐子謙

56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大安高工 教官 少校 孔祥璿

57 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教官 少校 翁崇評

58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教官 中校 武裕璽

上列合計:5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