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所  國考榮耀名單》 

 碩士班： 

姓名 考取年度 考試類別 分發單位 職稱 

謝玉文 97 年 高考三級交通行政科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辦事員 

解佩穎 98 年 地方特考測量製圖四等考試 銅鑼地政事務所 技佐 

吳嘉雯 98 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一般行政職

系一般行政類科 
雲林縣水林鄉公所 課長 

黃淑婷 98 年 高考三級都市計畫科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工程員 

郭盈杉 99 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佐級運輸營業類

科 
鐵路局 站務佐理 

謝旻惠 99 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四等測量製圖職系測

量製圖類科 

嘉義縣仆子地政事務

所 
組員 

許湄羚 101 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桃園縣)四等考試

測量製圖類科 
蘆竹鄉地政事務所 

測量課測量

員 

林紹評 102 年 
10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

「測量類科」 

花蓮縣鳳林地政事務

所 
技佐 

江祥豪 102 年 
10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

「測量類科」 
楊梅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許湄羚 103 年 103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航空城開發科 
科員 

朱素儀 103 年 103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高雄市國有財產局 科員 

郭哲瑋 104 年 104 年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鹽埕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陳𥻘杰 111 年 
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三等公務人員考試「教育

行政」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科員 

范姜俐綺 111 年 
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三等公務人員考試「測量

製圖」 
桃園市  

 

   



 大學部： 

姓名 考取年度 考試類別 分發單位 職稱 

朱益賢 96 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戶政

職系戶政科 
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 公務人員

卓春美 98 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五等戶政類科 桃園縣大溪鎮戶政事務所 公務人員

張琬琪 98 年 98 地方政府特考 三等一般行政東區榜眼 臺東縣蘭嶼鄉朗島國民小學 幹事 

陳彣寧 99 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佐級-運輸營

業類科 
高雄車站鐵路局 站務佐理

曾美婷 99 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文

化行政」 
澎湖縣文化局 辦事員

林素惠 100 年 普考一般行政  

萬柏毅 101 年 地方政府特考-四等-教育行政彰投區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辦事員

徐蓉翎 101 年 普通考試教育類科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

科 
辦事員

曾威傑 101 年 
101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佐級 

- 車輛調度)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高雄

運務段 
 

黃弘毅 102 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測量製圖科 花蓮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羅雅芳 102 年 102 年普通考試一般行政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

局第二區工程處 
 

羅家倫 102 年 102 年地方政府特考五等人事行政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 辦事員

陳維宗 102 年 10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高雄港務警察總隊 警員 

陳怡碩 103 年 
103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佐級考

試場站調車) 
高雄鐵路局  

吳國男 103 年 
10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教育行政類

科(兩岸組) 榜首 
高雄市教育局 科員 

朱安聆 104 年 高考三級人事行政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 科員 

洪緯晉 104 年 104 年地方特考三等一般行政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

科 
科員 

高庭怡 104 年 地方特考_五等一般民政職系一般民政類科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民政課 書記 

陳佳莉 104 年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五等考試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書記 

許瑞麟 105 年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四等考

試一般行政類科 
台北市松山區公所 辦事員

李雅婷 104 年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彰化縣民生派出所 警員 

張家維 106 年 106 一般警察特考四等消防警察 消防署訓練中心 受訓中

蘇儀庭 106 年 106 一般警察特考行政警察 保四總隊 受訓中



黎蕙雯 106 年 106年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屏東縣里港地政事務所 技佐 

陳怡如 106 年  苗栗銅鑼地政事務所 技佐 

陳萱如 107 年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都市行政科 技士 

林君蓉 108 年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教育行政類科 新竹縣政府  

莊妤瑄 108 年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教育行政類科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曾美萍 108 年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苗栗縣政府(含所屬機關)  

劉嘉頴 108 年  高等考試三級+普通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余安棋 108 年  普通考試自然保育類科 保留受訓資格  

招博允 109 年 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技佐 

徐龍清 109 年 特種考試四等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 測量技佐

陳珉慧 109 年 普通考試勞工行政類科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助理員

林冠廷 110年 高考三級、普考-測量製圖   

陳軒榕 111年 高考三級-一般行政   

戴筱薇   金山區公所 辦事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