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08年5月

序號 姓名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服務機關縣市

1 孫佩琳 最高檢察署 科長 臺北市

2 呂丁旺 臺灣高等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臺北市

3 吳慧蘭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檢察官 臺北市

4 張宏謀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 主任檢察官 臺中市

5 林志峯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檢察官 臺南市

6 李靜文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檢察官 高雄市

7 洪建銘 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 書記官長 金門縣

8 蕭奕弘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臺北市

9 林宣君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檢察事務官 臺北市

10 劉仕國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新北市

11 蕭擁溱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基隆市

12 陳書郁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桃園市

13 葉子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新竹市

14 彭保忠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檢察事務官 苗栗市

15 林芬芳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彰化縣

16 張弘昌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南投縣

17 陳啟全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檢察事務官組長 彰化縣

18 周甫學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檢察事務官 雲林縣

19 蔡英俊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嘉義市

20 王聖豪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臺南市

21 郭來裕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高雄市

22 賴帝安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高雄市

23 呂建興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屏東市

24 黃明正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宜蘭縣

25 林敬展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花蓮市

26 許萃華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臺東市

27 陳鍾榮 臺灣金門地方檢察署 書記官 金門縣

28 黃政德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澎湖縣

29 高一書 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連江縣

30 陳志豪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行政執行官 新北市

31 黃瑛足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政執行官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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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林岡助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主任行政執行官 臺北市

33 陳靜慧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 行政執行官 臺北市

34 李元康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行政執行官 新北市

35 黃裕鈜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 行政執行官 臺北市

36 陳靜怡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行政執行官 新竹市

37 莊坤山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主任 臺中市

38 陳亮才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 主任 彰化市

39 孫明煌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專員 嘉義市

40 洪國棠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 行政執行官 臺南市

41 童永全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主任行政執行官 高雄市

42 甘烜列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 執行員 屏東市

43 柯玉倫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行政執行官 宜蘭市

44 陳靖傑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 執行員 花蓮市

45 鄭麗娟 司法官學院 專員 臺北市

46 李志強 國家文官學院 主任 臺北市

47 姚欽育 法務部廉政署 科員 臺北市

48 蔡秀宜 經濟部 科長 臺北市

49 方淑薇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主任 臺北市

50 白佳渝 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官 臺北市

51 李昱輝 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專員 臺北市

52 匡吉鈴 法務部矯正署 編審 桃園市

53 詹顏吉 法務部矯正署 專員 桃園市

54 倪伯丞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教誨師 桃園市

55 蘇俊德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輔導員 臺北市

56 江慶隆 法務部矯正署 簡任視察 桃園市

57 詹國裕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秘書 桃園市

58 吳紹興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科長 桃園市

59 吳鎮華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看守所 主任管理員 桃園市

60 劉鈺承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 導師 桃園市

61 劉翰霖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科長 新竹市

62 陳彥伯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 主任管理員 苗栗縣

63 吳聲金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科長 臺中市

64 許岳飛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 主任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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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胡玄鋒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管理員 臺中市

66 蕭妙奇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教誨師 彰化縣

67 陳鈞傑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導師 彰化縣

68 黃善真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秘書 雲林縣

69 鍾志宏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 秘書 雲林縣

70 江振亨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 秘書 嘉義縣

71 黃冠盛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教誨師 臺南市

72 王惠雅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女所主任 臺南市

73 洪于哲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科員 高雄市

74 林正昇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科長 高雄市

75 劉昕蓉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 副典獄長 高雄市

76 鄭世雄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 科長 屏東縣

77 羅邦發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秘書 宜蘭縣

78 王恩先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秘書 宜蘭縣

79 黃志欽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科長 新北市

80 李仁宏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 秘書 臺東縣

81 楊垂雄 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能訓練所 秘書 臺東縣

82 柴健生 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所 秘書 臺東縣

83 紀申基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 作業導師 臺東縣

84 陳鴻生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秘書 澎湖縣

85 陳天啟 法務部矯正署連江看守所 主任管理員 金門縣

86 黃俊雄 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專員 臺北市

87 林麗惢 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專員 臺北市

88 張建國 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專員 臺北市

89 蔡素霞 法務部調查局 副主任 臺北市

90 鄭仰 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官 臺北市

91 邱黎芬 法務部法制司 科長 臺北市

92 王晶英 法務部法制司 科長 臺北市

93 張芫睿 法務部法制司 科長 臺北市

94 孫魯良 法務部法制司 專員 臺北市

95 謝旻芬 法務部法制司 專員 臺北市

96 吳佩珊 法務部法制司 助理研究員 臺北市

97 蔡孟樺 法務部法制司 助理研究員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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