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雇一等人事員等95職缺招考錄取名單

項次 准考證NO 姓名 錄取單位 錄取職稱 備考

1 1100057 陳O丞 左支部 行政員

2 1100043 陳O玉 基地勤務隊 人事員

3 1100026 羅O榮 司令部人軍 人事員

4 1100002 梁O和 司令部人軍 人事員

5 1100058 蘇O豪 左支部 行政員

6 1100074 林O軒 左支部 行政員

7 1100048 林O爲 左支部 行政員

8 1100003 夏O興 司令部人軍處 行政員

9 1100036 邱O筑 艦指部 人事員

10 1100059 楊O勇 左支部 事務員

11 1100039 鄭O云 左支部 事務員

12 1100063 黃O雯 左支部 人事員

13 1200745 蔡O霖 海軍官校 圖書管理員

14 1200653 王O雯 海軍官校 圖書管理員

15 1200616 羅O宏 教準部 文書員

16 1200685 江O莉 左支部 文書員

17 1200846 李O芬 陸戰隊指揮部 檔案管理員

18 1200081 鐘O綺 左支部 文書員

19 1200295 錢O涵 左支部 文書員

20 1200285 潘O彤 左支部 文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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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200472 葉O薰 馬支部 檔案管理員

22 1200187 温O慧 左支部 文書員

23 1200053 陳O芬 左支部 文書員

24 1200464 洪O惠 一四六艦隊 文書員

25 1200691 唐O泰 左營通信隊 文書員

26 1200180 王O茵 左支部 文書員

27 1200529 佘O 戰系廠 資料管理員

28 1200029 陳O廷 左支部 文書員

29 1200249 陳O羽 左支部 文書員

30 1200148 謝O慧 左支部 文書員

31 1200140 張O妍 左支部 文書員

32 1200723 楊O欣 左支部 文書員

33 1200831 林O秋 陸戰隊指揮部 資料管理員

34 1200677 凌O涵 戰系廠 資料管理員

35 1200856 鄭O邁 陸戰隊指揮部 資料管理員

36 1200531 李O梅 戰系廠 行政員

37 1200141 巫O潔 左支部 圖書管理員

38 1200833 陳O娜 陸戰隊學校 文書員

39 1200439 陳O欣 司令部戰系處 文書員

40 1200169 張O甄 陸戰隊指揮部 自動資料處理員

41 1200213 洪O婷 陸戰隊指揮部 文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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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200002 洪O鞠 左支部 文書員 身障

43 1300074 楊O玲 補給總庫 補給後勤助理員

44 1300081 戴O忠 補給總庫 補給後勤助理員

45 1300061 方O淳 補給總庫 補給後勤助理員

46 1300035 劉O瑄 補給總庫 補給後勤助理員

47 1300019 周O庭 補給總庫 補給後勤助理員

48 1400001 林O直 左支部 裝備修護員

49 1500003 林O熙 左支部 政治作戰專業員

50 1500010 陳O明 左支部 政治作戰專業員

51 1600009 蘇O誠 左支部 終端機管理員

52 1600040 劉O韜 陸戰隊指揮部 電子資料作業員

53 1600004 呂O靜 保指部 自動資料處理員

54 1600015 黃O雲 司令部後勤處 電子資料作業員

55 1600032 李O翰 基支部 電子資料作業員

56 1600061 盧O彣 海上任務支援中心 自動資料處理員

57 1700015 侯O君 左營通信隊 話務員

58 1700034 林O德 蘇澳通信隊 作業員

59 1700035 顏O玲 台北通信隊 話務員

60 1700013 趙O燕 台北通信隊 話務員

61 1700041 李O穎 台北通信隊 作業員

62 1700042 賴O榮 台北通信隊 作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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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700001 朱O芳 左營通信隊 話務員

64 1700026 謝O瑄 左營通信隊 話務員

65 1700005 徐O薇 台北通信隊 作業員

66 1700027 吳O容 左營通信隊 話務員

67 1700021 邱O成 左營通信隊 話務員

68 1700006 宋O穎 台北通信隊 作業員

69 1800027 李O香 左支部 會計審計員

70 1800022 廖O妤 陸戰隊指揮部 統計員

71 1800029 林O菁 補給總庫 財務員

72 1800008 李O治 陸戰隊指揮部 統計員

73 1800003 黃O宇 司令部後勤處 統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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