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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103年全國性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 

筆試測驗榜單 

壹、施工人員 

一、 甲級考驗合格共 2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1011001 曹祥平  1401011003 童永年    

 

二、 乙級考驗合格共 4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1021001 劉昌宏  1401021003 劉榮民  1401021005 李詩宏 

1401021002 陳祐銓       

 

三、 丙級考驗合格共 44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1031001 潘咸愿  1401031018 李佳駿  1401031034 曾志成 

1401031002 李冠儕  1401031019 林利國  1401031035 林毓婷 

1401031003 賴佳宏  1401031020 王祖雄  1401031036 林子隆 

1401031004 姜俊德  1401031021 譚猷翰  1401031037 蕭惠文 

1401031005 張家瑋  1401031023 黃坦暉  1401031038 葉淑玲 

1401031006 陳雅各  1401031024 鄭雅欣  1401031039 蔡澄祥 

1401031007 隋忠寰  1401031025 吳孟哲  1401031040 陳力 

1401031008 沈俊佑  1401031026 陳彥錡  1401031041 蘇柏蒼 

1401031009 陳宏達  1401031027 陳韋君  1401031042 江建龍 

1401031010 余冠葵  1401031028 賴德銘  1401031043 許雅超 

1401031011 陳建福  1401031029 黃万賓  1401031044 江尚霖 

1401031013 楊栩然  1401031030 劉知遠  1401031045 盧俊維 

1401031014 范雅聞  1401031031 劉一興  1401031046 林建璋 

1401031015 陳道勲  1401031032 曾偉福  1401031047 鄭勤娣 

1401031017 何寬烜  1401031033 張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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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理人員 

一、甲級考驗合格共 3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2011002 楊振豪  1402011003 劉世鴻  1402011005 趙全明 

 

二、乙級考驗合格共 2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2021001 劉榮華  1402021004 許耘    

 

三、丙級考驗合格共 12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2031004 薛評謙  1402031009 林瑢  1402031016 林巧惠 

1402031005 蔡蕙謓  1402031010 蘇志明  1402031022 高鏈翔 

1402031007 黃馨儀  1402031012 羅文伶  1402031024 鄭睿祥 

1402031008 樂芳麟  1402031013 方怡中  1402031025 劉振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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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化驗人員 

一、丙級考驗合格共 11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3031001 蕭茜勻  1403031006 李承龍  1403031011 林政寰 

1403031002 張伯祥  1403031007 許映晴  1403031012 王利云 

1403031003 胡文傑  1403031009 陳昆園  1403031014 賴昱暄 

1403031004 傅虹婷  1403031010 張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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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操作人員 

一、甲級考驗合格共 3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4011001 賴建勲  1404011002 林俊穎  1404011004 王志方 

 

二、乙級考驗合格共 2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4021001 張志印  1404021002 彭晶聲    

 

三、丙級考驗合格共 28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入場證編號 姓名 

1404031001 鄭學善  1404031033 黃宣諭  1404031066 陳冠傑 

1404031003 張可均  1404031042 蘇瑞仁  1404031070 何錦龍 

1404031004 蔡維哲  1404031046 鄒昌廷  1404031073 王柏崴 

1404031016 莊彥弘  1404031052 盧瑞家  1404031075 何健成 

1404031019 劉思遠  1404031053 黃永福  1404031077 莊壹任 

1404031020 胡文勇  1404031055 葉嘉南  1404031082 高明正 

1404031023 陳寶文  1404031057 吳奇偉  1404031083 林志明 

1404031025 蘇素滿  1404031059 林紘藝  1404031092 鄭旭明 

1404031029 鍾永傑  1404031060 黃碩偉    

1404031030 鍾隆文  1404031063 江政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