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 濟 部 所 屬 事 業 機 構 109 年 新 進 職 員 甄 試
備 取 人 員 第 1 次 遞 補 分 發 名 單 (110 年 6 月 4 日公告)
說明：
1. 分發人員未報到、報到後中途離職、因兵役申請延後報到逾 1 年或用人機構
現職派用人員錄取報到時，按實際缺額逐次由同類別備取人員按總成績高低
及志願依序遞補；用人機構現職派用人員錄取報到類別如非屬該用人機構年
度需求類別，得改以該人員前次錄取類別進行遞補，備取資格於榜示之日起
4 個月內(110 年 7 月 26 日)有效，期限屆滿仍未獲通知遞補者，不得要求分
發進用。
2. 本次遞補分發係按上述簡章規定辦理。備取人員按總成績高低及志願依序遞
補；總成績在前者，如遇非所填志願機構出缺時，暫保留其順位，由次順位
依序遞補之。
1 企管類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5 名
L0132548 陳○旨
A0111759 姚○潔
S0152717 施○翎
A0111490 林○芬

K0132072 陳○錚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1 名
A0112252 謝○伶
2 人資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1 名
C0214783 張○紋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1 名
C0215022 蘇○淇
3 財會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2 名
T0354026 張○鈞
T0354028 傅○萍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6 名
D0316389 王○文
D0316360 潘○萱
L0334058 王○雅
T0354589 高○賢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2 名
C0315571 李○錦
D0315842 黃○菱
分發台灣自來水公司：1 名
C0315372 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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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15402 林○心
T0354191 許○文

5 資訊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2 名
E0517994 王○綾
U0555549 胡○愷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6 名
M0535055 陳○豪
L0534527 施○樟
D0517315 林○全

D0516841 韓○傑

U0554813 何○煌

L0534652 林○諺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6 名
M0534926 魏○音
U0555212 廖○志
D0516813 劉○羣
D0517063 柯○齊

D0516843 林○全
U0555323 蔣○吟

7 政風類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2 名
V0756519 王○潔
M0735730 張○穎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1 名
E0718605 王○中
8 法務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1 名
M0836196 徐○元
9 地政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3 名
F0919907 楊○陵
F0919954 古○縈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1 名
F0919934 林○宜
10 土地開發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1 名
M1036407 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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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956942 林○廷

11 土木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2 名
V1157299 陸○瀚
V1157555 陳○生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17 名
F1120688 盧○瑋
F1120811 李○豐
N1136887
F1120777
V1157158
F1120318

李○富
李○泰
楊○宇
吳○穎

V1157582 馮○治

F1120705
F1120682
N1136453
N1136507

陳○勳
洪○洋
張○元
李○翰

F1120891 羅○緯
F1120610
F1120438
N1136913
F1120861

林○謙
邱○崴
徐○哲
梁○慶

F1120470 鄭○君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3 名
F1120135 李○泓
N1136881 鄭○元
分發台灣自來水公司：8 名
N1136871 鄭○庭
N1136700 陳○昕
V1157600 陳○毓
N1136552 陳○百
N1136962 陳○璇
N1137040 黃○倩

N1136925 簡○伶
V1157519 蕭○茵
N1136692 蕭○昌

12 建築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1 名
V1257725 蔡○庭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2 名
G1220980 楊○岳
V1257721 方○淳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1 名
N1237105 周○汶
13 機械類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16 名
V1358197 張○任
N1337174
W1358411 鄧○承
P1337345
V1357939 顏○榮
P1337393
Y1370518 吳○興
N1337303
G1321145 鍾○宸
G1321502 陳○仁

賴○浩
丁○安
張○展
黃○華

N1337151
V1358264
G1321226
W1358418

張○毅
陳○升
吳○均
洪○泰

V1358148 黃○菱

W1358408 江○禎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5 名
N1337138 余○曄
N1337302 張○逢
G1321668 蔡○佑
W1358413 許○強

W1358476 陳○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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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電機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3 名
Y1470570 蔡○言
W1458559 梁○彰

W1459310 陳○鴻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58 名
G1422218 曾○峻
W1459433 楊○叡

P1438225 蔡○輝

G1422058
P1438091
P1438438
P1438465

王○文
施○耀
江○儒
沈○航

W1459431
W1459072
H1422553
G1422379

李○融
宋○賢
吳○辰
李○輝

G1421884
G1422123
P1437762
P1437800

曾○朋
黃○翔
駱○辰
賴○男

G1422226
W1458921
P1438180
P1438131

姜○柱
何○祐
陳○奇
張○維

W1458897
P1438340
H1422529
P1438076

葉○妤
蔡○原
潘○瑋
阮○恆

P1437927
H1422717
H1422543
P1438209

王○雅
宋○翰
吳○學
魏○傑

P1437997 廖○凱
W1458621 蘇○文
W1459400 曹○元

H1422567 賴○安
G1421764 古○洋
G1422162 舒○惟

P1438165 林○慶
G1422332 張○清
G1422278 王○奇

P1438077
P1438437
W1459395
H1422675

蔡○佑
蕭○憲
侯○仁
黃○緯

W1458783
G1421882
W1458767
P1437840

P1438299
W1458729
W1459324
G1421847

G1422500
W1459183
G1422024
P1437706

楊○平
沈○寅
陳○康
鄭○杰

W1458779 林○寬
W1458555 潘○強
G1422153 林○均

P1437674 鐘○晉
G1422198 王○權
P1438060 賴○良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4 名
W1459064 許○禎
G1422426 蕭○陽

H1422524 鄒○智

王○棓
葉○華
黃○翔
簡○清

林○
洪○昱
邱○雲
林○翔

G1421803 翁○健
15 儀電類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6 名
W1559646 姚○安
W1559592 王○鋐
H1523018 陳○洋

P1538604 陳○庭

16 環工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1 名
H1623444 温○廷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2 名
H1623460 張○棠
W1659929 蕭○瑜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2 名
X1660134 洪○寧
W1659888 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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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59714 龔○帆
P1538706 陳○陞

17 職業安全衛生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2 名
H1723570 黃○甯
X1760220 韋○德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1 名
Q1739429 陳○彰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1 名
P1739173 蔣○諺
19 農業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1 名
Q1939669 葉○豪
20 化學類
分發台灣糖業公司：1 名
Q2039875 黃○琳
分發台灣電力公司：1 名
Q2039740 陳○毅
21 化工製程類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11 名
X2161244 林○廷
J2124614 許○宸
J2124627 黃○翔
X2161325 黃○玲
X2161566 葛○維
J2124411 林○翔

X2161306 王○貽
J2124433 陳○宏

22 地質類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1 名
Q2240308 楊○然
23 石油開採類
分發台灣中油公司：1 名
X2361620 黃○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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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40294 黃○勛
Q2140195 余○理
J2124649 白○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