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10060 曾文清 四縣 0110523 邱淑英 四縣

0110080 徐菊櫻 四縣 0110542 李金鳳 四縣
0110096 饒增榮 四縣 0110543 沈心喬 四縣
0110134 楊清政 四縣 0110545 蔡宗勳 四縣
0110140 郭啟文 四縣 0110581 曾意詅 四縣
0110146 溫宴瑜 四縣 0110582 湯碧緣 四縣
0110158 李沅臻 四縣 0110583 葉哲瑜 四縣
0110171 李銘心 四縣 0110596 邱翠英 四縣
0110181 傅聖國 四縣 0110607 蔡明芬 四縣
0110188 徐鴻森 四縣 0110623 黃乙蓁 四縣
0110197 黎淑芬 四縣 0110633 張冠英 四縣
0110201 邱惠鈴 四縣 0110643 鄧永芳 四縣
0110218 吳玉招 四縣 0110661 黃琬華 四縣
0110224 賴怡丹 四縣 0110670 楊彥泠 四縣
0110230 陳明珠 四縣 0110692 邱美君 四縣
0110233 傅玉妃 四縣 0110702 陳彥融 四縣
0110242 顏敬哲 四縣 0110709 劉慶淳 四縣
0110254 徐斌淇 四縣 0110723 黃盛源 四縣
0110268 楊文達 四縣 0110724 曾貴錠 四縣
0110272 徐詩婷 四縣 0110725 賴音如 四縣
0110275 黃洪祥 四縣 0110737 張淑貞 四縣
0110280 李喜美 四縣 0110754 利智宏 四縣
0110283 吳家兆 四縣 0110759 魏瑞良 四縣
0110288 黃成章 四縣 0110766 楊成安 四縣
0110291 徐國文 四縣 0110767 蕭秀美 四縣
0110304 何純惠 四縣 0110768 邱瑞蓉 四縣
0110329 朱詣璋 四縣 0110770 葉貴妹 四縣
0110345 劉鳳嬌 四縣 0110774 林永富 四縣
0110350 鍾宜玲 四縣 0110778 吳月美 四縣
0110380 巫良國 四縣 0110809 曾燕春 四縣
0110381 徐賢德 四縣 0310012 吳瑞珍 四縣
0110394 凌夙慧 四縣 0310019 羅金珠 四縣
0110417 張巍騰 四縣 0310086 廖春花 四縣
0110427 陳卉語 四縣 0310117 蕭秀容 四縣
0110446 黃菊英 四縣 0310132 簡弘恩 四縣
0110449 邱玉貞 四縣 0310135 尹國任 四縣
0110450 江秀蘭 四縣 0310143 呂春香 四縣
0110461 鍾華英 四縣 0310156 張桂榮 四縣
0110476 范秋鳳 四縣 0310162 謝佩格 四縣
0110477 黃淑琴 四縣 0310170 鄧秀蓁 四縣
0110487 劉秀梅 四縣 0310180 許睿恩 四縣
0110490 莊鳳玉 四縣 0310190 陳美容 四縣
0110500 林秀娥 四縣 0310196 翁茂逢 四縣

10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310201 陳品融 四縣 0310541 梁碧芬 四縣

0310204 宋彩苮 四縣 0310543 江秋富 四縣
0310210 吳秀琴 四縣 0310544 劉爕霞 四縣
0310230 潘森妃 四縣 0310572 賴詩茹 四縣
0310231 黃玉珍 四縣 0310574 沈麗雲 四縣
0310233 林正明 四縣 0310585 湯玉萍 四縣
0310234 林詣傑 四縣 0310588 馮毓苓 四縣
0310236 林淑芳 四縣 0310601 徐美雲 四縣
0310255 鍾金梅 四縣 0310602 劉文峰 四縣
0310258 陳羽輝 四縣 0310604 廖又興 四縣
0310267 劉文惠 四縣 0310609 張寶鈿 四縣
0310298 徐龍全 四縣 0310612 傅茂鳳 四縣
0310306 温麗華 四縣 0310623 姜素雲 四縣
0310331 黃裕紋 四縣 0310626 余金鳳 四縣
0310346 劉家君 四縣 0310638 徐彥文 四縣
0310347 劉佳琳 四縣 0310666 劉冬美 四縣
0310363 葉秀琴 四縣 0310676 謝采蓉 四縣
0310382 周哲瑋 四縣 0410001 徐宏霖 四縣
0310383 徐莉琴 四縣 0410003 朱碧玲 四縣
0310403 龍忠義 四縣 0410006 邱依德 四縣
0310404 黃福珍 四縣 0410007 葉蔭晟 四縣
0310419 湯俊烘 四縣 0410009 莊秀菊 四縣
0310434 高鳳鮮 四縣 0410019 林千慈 四縣
0310439 傅凱莉 四縣 0410025 吳翠瑩 四縣
0310443 陳淑芳 四縣 0410027 羅春玟 四縣
0310444 林永月 四縣 0410028 林祺煥 四縣
0310445 李盛豪 四縣 0410029 鄭俊英 四縣
0310451 戴文雄 四縣 0410030 余福恭 四縣
0310454 湯莉瑱 四縣 0410035 邱荃 四縣
0310455 林玉波 四縣 0410044 邱文鮮 四縣
0310463 黃麗婕 四縣 0410045 徐炳權 四縣
0310466 何佩怡 四縣 0410052 羅玉玲 四縣
0310469 陳余華珍 四縣 0410058 徐瑞秋 四縣
0310470 邱詩文 四縣 0410064 張建萬 四縣
0310475 余徐秀連 四縣 0410065 羅盛業 四縣
0310477 曾耀文 四縣 0410066 徐正雲 四縣
0310494 廖瑞芳 四縣 0410074 湯琬君 四縣
0310499 莊玉莙 四縣 0410076 王亘黼 四縣
0310504 張浩綸 四縣 0410077 王勻采 四縣
0310507 利百芳 四縣 0410078 王勻芊 四縣
0310525 鍾美情 四縣 0410103 何啟金 四縣
0310535 黃坤旗 四縣 0410111 侯飛鳳 四縣
0310539 楊志穎 四縣 0410113 蘇明正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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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114 張凱森 四縣 0510528 賴彥竹 四縣

0410118 傅漢宗 四縣 0510591 劉慧美 四縣
0410123 謝嘉玲 四縣 0510629 江芊豫 四縣
0410153 張鳳玲 四縣 0510707 莫素娟 四縣
0410162 林根庸 四縣 0510756 羅健瑋 四縣
0410172 廖碧娥 四縣 0510784 張之玲 四縣
0410186 黃瑞旻 四縣 0510799 劉易姍 四縣
0510024 何雪芳 四縣 0510807 徐千筑 四縣
0510037 張瑞蘭 四縣 0510857 羅時翔 四縣
0510085 黃明娜 四縣 0510881 翁已涵 四縣
0510164 劉孜之 四縣 0510887 徐兆煌 四縣
0510177 謝富美 四縣 0510895 呂美玲 四縣
0510205 涂治舜 四縣 0510910 邱嘉文 四縣
0510232 黃美珍 四縣 0510912 江湉君 四縣
0510287 賴琦昀 四縣 0510920 湯湘妍 四縣
0510301 鄧宇君 四縣 0510933 黃逢春 四縣
0510303 鄭美玉 四縣 0510938 涂道仁 四縣
0510305 徐熏娸 四縣 0510942 李冠儀 四縣
0510311 林晨晏 四縣 0510954 黃秀珠 四縣
0510330 詹錦鵬 四縣 0510985 劉金玉 四縣
0510331 吳菊丞 四縣 0511003 黃詠辰 四縣
0510334 林季容 四縣 0511016 楊玉琳 四縣
0510350 彭美智 四縣 0511018 蔡忠梅 四縣
0510351 謝享橦 四縣 0511029 楊政賢 四縣
0510362 劉依緹 四縣 0511031 徐郁雯 四縣
0510427 張淑慧 四縣 0511034 楊政鑫 四縣
0510428 徐寶芬 四縣 0511063 彭淑媛 四縣
0510432 連璟蓉 四縣 0511190 胡惠芳 四縣
0510433 劉思妤 四縣 0511228 溫仲毅 四縣
0510434 胡碧雲 四縣 0511292 徐慶宏 四縣
0510435 葉庭燕 四縣 0511294 賴瓊美 四縣
0510439 陳智怡 四縣 0511297 林湘濱 四縣
0510443 吳孟俞 四縣 0511298 黃碧珠 四縣
0510448 李雅萍 四縣 0511308 劉怡瑩 四縣
0510457 吳秀貞 四縣 0511316 邱碧梅 四縣
0510458 李明芳 四縣 0511317 楊月金 四縣
0510466 范玉女 四縣 0511320 謝梅蘭 四縣
0510490 黃萬億 四縣 0511321 余建美 四縣
0510494 周美芳 四縣 0511344 劉秋妙 四縣
0510509 邱東霖 四縣 0511375 楊黛華 四縣
0510510 劉金枝 四縣 0511377 楊瑞堂 四縣
0510511 盧慶雄 四縣 0511385 徐子涵 四縣
0510513 謝淑芳 四縣 0511394 古淑爰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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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400 魏玉清 四縣 1110009 李秀琴 四縣

0511413 湯雅婷 四縣 1110025 曾麗娟 四縣
0511415 徐怡填 四縣 1110052 徐中南 四縣
0511417 李秋蘭 四縣 1110053 羅蘭香 四縣
0511431 張貴泉 四縣 1110070 賴金蓮 四縣
0511443 徐世芸 四縣 1210001 蕭勻香 四縣
0610006 江雅玲 四縣 1210024 彭淑梅 四縣
0610013 吳夢竹 四縣 1210042 李淑華 四縣
0610014 張毅宏 四縣 1210107 張玉琴 四縣
0610016 李秀珍 四縣 1210119 林秀美 四縣
0610055 林淑芬 四縣 1210125 蕭玉珍 四縣
0610149 黃蔚均 四縣 1210133 陳淑蓮 四縣
0610153 謝明翰 四縣 1210138 宋玉萍 四縣
0610184 張存瑞 四縣 1210141 黃靖純 四縣
0610186 陳曉慧 四縣 1210144 邱憶如 四縣
0610195 陳龍華 四縣 1210152 劉書伶 四縣
0610196 吳宥靜 四縣 1210164 利維庚 四縣
0610198 左鳳媛 四縣 1210169 林晨歆 四縣
0610201 張淑萍 四縣 1210212 馮振興 四縣
0610205 黃紜忻 四縣 1210213 邱弘璨 四縣
0610220 羅宇詩 四縣 1210225 謝秀瑩 四縣
0610230 李俞青 四縣 1210244 盧秋香 四縣
0610238 陳慶財 四縣 1210273 陳德乙 四縣
0610239 黃智彬 四縣 1210299 黃帶招 四縣
0610251 林子平 四縣 1210314 黃泓嘉 四縣
0610255 黃羽柔 四縣 1210320 鍾志俊 四縣
0610258 江貴珠 四縣 1210348 周析杰 四縣
0610264 賴傳發 四縣 1210476 江文康 四縣
0610268 張伊昀 四縣 1210506 李春連 四縣
0610269 林佳慧 四縣 1210565 林秋香 四縣
0610278 李彩嬌 四縣 1210581 宋春慧 四縣
0610280 賴國堂 四縣 1210597 范玉珍 四縣
0610285 吴乔惠 四縣 1210648 張燕玲 四縣
0610292 古彩緣 四縣 1310030 李文立 四縣
0710019 劉春蘭 四縣 1310066 陳淑英 四縣
0710022 陳曉萍 四縣 1310073 李奕萱 四縣
0810037 藍紅玉 四縣 1310075 鍾玲蕙 四縣
0810038 傅雅雲 四縣 1310093 劉軒妤 四縣
0810042 陳雅玲 四縣 1310094 劉俞辰 四縣
0810046 李尤蓮 四縣 1310187 邱春美 四縣
0810052 魏秀梅 四縣 1310205 吳雪如 四縣
0810055 陳秀鳳 四縣 1310267 李奕潔 四縣
0810058 黃婷穗 四縣 1310309 李宏毅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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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488 吳怡臻 四縣

1310501 賴姿伃 四縣
1310502 李怡萱 四縣
1310508 陳姿如 四縣
1310516 陳晏婷 四縣
1310534 吳育仲 四縣
1310537 劉紹華 四縣
1310573 李秋英 四縣
1310575 涂喻筑 四縣
1310580 高胡筱玲 四縣
1310583 劉永雄 四縣
1310589 陳怜君 四縣
1310649 邱秀英 四縣
1310658 邱秀蓮 四縣
1310662 鍾瑋純 四縣
1310688 林玉美 四縣
1310702 鄭慧菁 四縣
1310703 朱遠航 四縣
1310759 張足櫻 四縣
1310783 賴月華 四縣
1310807 戴仲光 四縣
1310830 邱春招 四縣
1310872 林志成 四縣
1410055 溫麗瓊 四縣
1410092 邱瑶屏 四縣
1410103 羅彩惠 四縣
1410105 邱苓玥 四縣
1410106 邱創國 四縣
1410110 林盛文 四縣
1410113 鄧秋鴛 四縣
1410115 古逸卉 四縣
1410127 林昱晴 四縣
1510010 邱中灝 四縣
1510013 楊凱琪 四縣
1510015 楊明政 四縣
1510042 劉榮財 四縣
1510046 鄭易旻 四縣
1510053 鍾環如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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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008 謝宗達 海陸 0320133 葉威伶 海陸

0120010 江立之 海陸 0320134 黃菊枝 海陸
0120019 張郁玫 海陸 0320138 翁國強 海陸
0120025 劉燕深 海陸 0320139 徐子婷 海陸
0120041 黃念須 海陸 0320156 彭碧玉 海陸
0120045 彭玉錢 海陸 0320158 劉芝英 海陸
0120050 羅慧霞 海陸 0320164 林采蓉 海陸
0120069 彭聆 海陸 0320165 陳富娥 海陸
0120071 范怡婷 海陸 0320166 温浩雋 海陸
0120074 李夢花 海陸 0320174 陳秀花 海陸
0120080 李淑婷 海陸 0320175 黃惠貞 海陸
0120091 嚴永來 海陸 0320176 黃建堉 海陸
0120092 陳雪林 海陸 0320180 吳秀菊 海陸
0120095 嚴春茂 海陸 0320183 彭秀玉 海陸
0120112 張秋娥 海陸 0320185 呂瑞美 海陸
0120119 徐智俊 海陸 0320192 劉珍梅 海陸
0120123 林冠年 海陸 0320196 黃秀美 海陸
0120132 彭寶珠 海陸 0320198 鄧敦仁 海陸
0120145 賴皆燁 海陸 0320215 謝志朋 海陸
0120146 張錦櫻 海陸 0320222 鍾秀金 海陸
0120147 李春菊 海陸 0320232 傅碧景 海陸
0120150 范舜惠 海陸 0320233 傅淑卿 海陸
0120181 徐詩婷 海陸 0320235 楊文寶 海陸
0120193 劉美虹 海陸 0320244 鄧秀美 海陸
0120194 陳金豐 海陸 0320249 林宜玉 海陸
0120198 張美蓮 海陸 0320265 陳欽能 海陸
0120203 宋鴻康 海陸 0320270 徐憶婕 海陸
0120204 羅奕絜 海陸 0320290 巫柏緯 海陸
0120213 葉正甫 海陸 0320294 彭素惠 海陸
0120214 黃淑美 海陸 0320299 宋貞宜 海陸
0120233 羅玉賢 海陸 0320312 江思嫻 海陸
0120237 彭瑋玉 海陸 0320314 范志成 海陸
0220002 呂鳳丹 海陸 0320323 朱菊英 海陸
0220004 張裕景 海陸 0320333 歐章城 海陸
0220008 劉邦富 海陸 0320350 袁明煥 海陸
0320040 徐美婷 海陸 0320370 廖秀嬰 海陸
0320049 張月嬌 海陸 0420004 許文政 海陸
0320051 姜信源 海陸 0420014 蘇漢杰 海陸
0320052 黃惠珠 海陸 0420073 陳怡真 海陸
0320070 沈寶珠 海陸 0420082 萬素華 海陸
0320117 廖新煋 海陸 0420083 萬素君 海陸
0320124 蔡美貞 海陸 0420093 劉妍君 海陸
0320126 朱陳子淳 海陸 0420101 陳芳畇 海陸

10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420109 劉淑芳 海陸 0420454 李美玉 海陸

0420113 徐敏姬 海陸 0420456 胡華榕 海陸
0420114 陳杏洪 海陸 0420466 陳羿蓁 海陸
0420115 陳杏榮 海陸 0420492 陳桂秋 海陸
0420116 葉光政 海陸 0420509 夏芳瑜 海陸
0420119 張春旺 海陸 0420527 羅國章 海陸
0420128 林軒如 海陸 0420531 徐良煥 海陸
0420174 張鳳容 海陸 0420532 黃虹元 海陸
0420179 陳萱儒 海陸 0420534 邱美羚 海陸
0420183 范良占 海陸 0420555 陳秀容 海陸
0420186 王全萬 海陸 0420559 魏桂英 海陸
0420191 鄭媛甄 海陸 0420571 鄭新曄 海陸
0420192 鄭毓潔 海陸 0420573 王憶莉 海陸
0420195 劉雅芳 海陸 0420588 林桂珠 海陸
0420200 朱運連 海陸 0420595 詹秀連 海陸
0420201 王德鑫 海陸 0420606 陳美燕 海陸
0420205 林嬌英 海陸 0420622 佘素靜 海陸
0420213 何若華 海陸 0420646 徐詩嘉 海陸
0420219 范玉美 海陸 0520002 黃寶珠 海陸
0420222 曾尹廷 海陸 0520005 徐珮心 海陸
0420232 黃清正 海陸 0520011 劉姮君 海陸
0420233 彭康明 海陸 0520014 邱馨儀 海陸
0420240 朱逸樺 海陸 0520019 湯文豪 海陸
0420243 吳玉淩 海陸 0520024 連威翔 海陸
0420245 鍾淑艷 海陸 0520026 龍鳳珠 海陸
0420248 徐碧君 海陸 0520027 莊薇莉 海陸
0420263 彭德郎 海陸 0520031 蕭燕智 海陸
0420270 陳虹樺 海陸 0620007 張尹人 海陸
0420274 涂聰賢 海陸 0620023 曾清和 海陸
0420287 胡筱翠 海陸 0620029 黎鳳英 海陸
0420295 温清欽 海陸 0620031 蔡美芳 海陸
0420296 徐瑞鳳 海陸 0620035 彭舒怡 海陸
0420303 劉于嘉 海陸 0620037 尹國正 海陸
0420305 范淑慧 海陸 0620044 劉慧卿 海陸
0420314 徐敦蓮 海陸 0720007 彭敏惠 海陸
0420324 林麗玲 海陸 0820001 錢鴻鈞 海陸
0420332 劉春嬿 海陸 1120005 謝秀蓮 海陸
0420356 温家妤 海陸 1120006 陳劉秀淑 海陸
0420359 呂瑞香 海陸 1120007 劉鳳羣 海陸
0420397 李碧芬 海陸 1320002 徐儀錦 海陸
0420404 吳玉燕 海陸 1320006 彭賢國 海陸
0420415 徐發斌 海陸 1420011 曾億儲 海陸
0420434 鄭愛暄 海陸 1420017 羅純英 海陸

10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1420018 戴欣怡 海陸

1420050 王秋蘭 海陸
1520007 溫淑美 海陸

10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30005 吳萟秦 大埔

0130009 羅金純 大埔
0130019 劉月貞 大埔
0430001 鄭如意 大埔
0530001 葉昌玉 大埔
0630014 劉盟潭 大埔
0630020 林育萱 大埔
0630027 鄭秋艷 大埔
0630028 徐炆熙 大埔
0630036 劉明玉 大埔
0630043 劉月琴 大埔
0630044 劉文彥 大埔
0630054 吳昕愷 大埔
0630194 張羽婷 大埔
0630234 溫珍菊 大埔
0630242 王毓芝 大埔
0630280 詹雅惠 大埔
0630286 羅佳妮 大埔
0630305 曾筱雅 大埔
0630306 管國洲 大埔
0630307 劉惠琪 大埔
0630320 邱宥綸 大埔
0630323 張芳捷 大埔
0630345 劉俊男 大埔
0630347 李明聰 大埔
0630358 劉惠姿 大埔
0630360 劉秀菊 大埔
0630374 吳劉六妹 大埔
0630383 陳中信 大埔
0630394 詹婉玲 大埔
0830001 徐秋菊 大埔
0830002 曾雪芳 大埔

10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1350001 李廖秋雪 詔安
1350002 廖玉慧 詔安

10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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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340003 林堅信 饒平

0340004 邱容 饒平
0440001 徐富原 饒平
0440003 江瑞珠 饒平
0440007 邱碧蓮 饒平
0640004 詹婷羽 饒平
0640008 王淑玲 饒平

10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