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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11001 坂本忠保  四縣 1011080 黃卿驊 

四縣 1011002 林莉旻  四縣 1011081 張雪真 

四縣 1011009 黃日生  四縣 1011083 凌乙瑭 

四縣 1011010 陳譽仁  四縣 1011084 曾祥台 

四縣 1011014 劉瑾華  四縣 1011088 陳宜伶 

四縣 1011015 宋孟富  四縣 1011089 周志勇 

四縣 1011016 李明星  四縣 1011090 張沛妏 

四縣 1011022 劉琇華  四縣 1011094 李天琳 

四縣 1011023 黃雲湘  四縣 1011095 葉芮彣 

四縣 1011024 涂倉榮  四縣 1011099 顏美容 

四縣 1011027 葉家梧  四縣 1011103 張昀懌 

四縣 1011031 林瑞緗  四縣 1011105 賴欣玫 

四縣 1011036 彭欽祥  四縣 1011110 林采儀 

四縣 1011037 詹明英  四縣 1011111 王桂珍 

四縣 1011040 張郁姍  四縣 1011112 陳麗梅 

四縣 1011041 黃碧綺  四縣 1011113 張雅嵐 

四縣 1011048 林沛安  四縣 1011120 陳月珍 

四縣 1011051 溫士寬  四縣 1011131 沈宜儒 

四縣 1011052 李政穎  四縣 1011134 蔡瑜倢 

四縣 1011057 陳亭安  四縣 1011135 廖映慈 

四縣 1011065 吳珈瑜  四縣 1011136 劉柔含 

四縣 1011068 黎芯羽  四縣 1011137 黃柏翔 

四縣 1011070 李博維  四縣 1011141 林定圻 

四縣 1011073 范盛棻  四縣 1011144 林慧珠 

四縣 1011074 蕭文琪  四縣 1011146 陳靜姜 

四縣 1011078 何嘉娥  四縣 1011147 陳家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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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11157 張芝潁  四縣 1011243 簡卉蓁 

四縣 1011158 謝荷嫺  四縣 1011244 簡衣婕 

四縣 1011162 楊薰儀  四縣 1011247 周愉紘 

四縣 1011166 詹肱晉  四縣 1011250 曾于庭 

四縣 1011167 詹燁妮  四縣 1011251 黃素端 

四縣 1011175 蔡侑庭  四縣 1011252 戴德成 

四縣 1011176 夏婕瑜  四縣 1011273 林欣蓉 

四縣 1011177 許歆苑  四縣 1011274 鍾理薇 

四縣 1011179 湯莉鈴  四縣 1011277 邱彥霖 

四縣 1011183 唐瑋伶  四縣 1012001 古家瑞 

四縣 1011184 孔俐文  四縣 1012005 黃毓棠 

四縣 1011185 詹鈞宇  四縣 1012006 康佳琳 

四縣 1011187 吳政寬  四縣 1012007 林沛靜 

四縣 1011189 彭顗安  四縣 1012011 胡智皓 

四縣 1011195 陳憶  四縣 1012013 黃瓊瑩 

四縣 1011199 吳覲安  四縣 1012018 李志鵬 

四縣 1011208 李珮瑜  四縣 1012019 郭恩辰 

四縣 1011210 周子瀠  四縣 1012020 鄭羽芝 

四縣 1011211 繆宜珈  四縣 1012022 池婉宜 

四縣 1011213 盧采玫  四縣 1012023 蔡承酉 

四縣 1011214 蔣沂庭  四縣 1012029 范双妹 

四縣 1011223 宋佩芸  四縣 1012030 謝欣宜 

四縣 1011226 陳慈宣  四縣 1012031 傅芝琦 

四縣 1011228 柯浿媞  四縣 1012032 翁仁尚 

四縣 1011230 呂珈嬉  四縣 1012033 傅美珠 

四縣 1011239 林育萱  四縣 1012034 林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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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12035 呂宛儒  四縣 1012157 邱怡芳 

四縣 1012038 陳啟強  四縣 1012159 蕭千彗 

四縣 1012039 李沁榕  四縣 1012161 嚴鈺惠 

四縣 1012040 古若茵  四縣 1012170 陳詩元 

四縣 1012042 詹一恕  四縣 1012171 劉珮汶 

四縣 1012048 馬月菊  四縣 1012172 李淑萍 

四縣 1012055 陳思汝  四縣 1012175 陳登乾 

四縣 1012068 徐嘉伶  四縣 1012176 吳肖慧 

四縣 1012070 余妍禛  四縣 1012177 羅品暉 

四縣 1012072 張育誠  四縣 1012182 羅淑君 

四縣 1012073 龍俊豪  四縣 1012190 張福佳 

四縣 1012074 葉俊宏  四縣 1021001 何明光 

四縣 1012077 徐珮君  四縣 1021002 鄭錦文 

四縣 1012091 李子晴  四縣 1021005 余文良 

四縣 1012092 陳正軒  四縣 1021007 吳上雨 

四縣 1012107 呂鋐廉  四縣 1021009 張驆輝 

四縣 1012123 林宥廷  四縣 1021010 范睿城 

四縣 1012126 江曼瑜  四縣 1021011 張嘉珊 

四縣 1012128 唐偲騏  四縣 1021012 徐元燦 

四縣 1012132 宋元如  四縣 1021015 楊予舒 

四縣 1012139 黃惠娟  四縣 1021026 周鈺珊 

四縣 1012144 田美瑜  四縣 1021027 蕭雅棠 

四縣 1012146 李官珉  四縣 1021031 莊邵鈞 

四縣 1012147 賴梅芳  四縣 1021033 黃淑美 

四縣 1012148 楊馥瑄  四縣 1021034 徐瑞晴 

四縣 1012155 游日鴻  四縣 1021035 趙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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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21036 羅惠芳  四縣 1021080 林倢鋆 

四縣 1021037 許世昌  四縣 1021081 林皊萱 

四縣 1021038 宋春梅  四縣 1021082 陳思嘉 

四縣 1021039 徐瑞美  四縣 1021083 葉素鍛 

四縣 1021040 蕭淑容  四縣 1021084 鄧奾芬 

四縣 1021042 范秀蓮  四縣 1021085 黃鈺淮 

四縣 1021043 古惠珍  四縣 1021086 林芫鋐 

四縣 1021045 吳沛妤  四縣 1021087 鄧竹均 

四縣 1021057 袁子珺  四縣 1021088 劉月麗 

四縣 1021058 陳佳怡  四縣 1021089 簡素貞 

四縣 1021060 徐春園  四縣 1021090 黃玉梅 

四縣 1021062 徐玉華  四縣 1021091 徐丞儀 

四縣 1021063 徐瑞珍  四縣 1021095 黃振章 

四縣 1021065 戴錦珠  四縣 1021096 鍾元嬌 

四縣 1021066 梁月玟  四縣 1021099 陳清峯 

四縣 1021067 鄧美蓉  四縣 1021100 黃菊枝 

四縣 1021068 羅杜嬌  四縣 1021108 彭鈺如 

四縣 1021069 蔡秀華  四縣 1021112 翁祖御 

四縣 1021070 古美惠  四縣 1021114 陳孟冠 

四縣 1021071 曾秀鳳  四縣 1021116 鄧景璟 

四縣 1021072 許春蘭  四縣 1021117 胡建弘 

四縣 1021073 袁子茵  四縣 1021119 江怡庭 

四縣 1021075 任孝萍  四縣 1021120 劉美玉 

四縣 1021077 林珮萱  四縣 1021121 江語欣 

四縣 1021078 施秀琴  四縣 1021122 黃漢清 

四縣 1021079 莊碧貞  四縣 1021124 葉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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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21125 吳祐榛  四縣 1021218 許蘭香 

四縣 1021126 廖麗雯  四縣 1021220 鍾兆青 

四縣 1021127 吳榕卿  四縣 1021225 張美文 

四縣 1021128 李淑芳  四縣 1021231 黃春芳 

四縣 1021130 曾紫璇  四縣 1021233 彭莉玲 

四縣 1021132 呂慧玲  四縣 1021236 許細李 

四縣 1021136 徐淑華  四縣 1021237 陳秀滿 

四縣 1021137 邱勇銘  四縣 1021238 黃寶蓉 

四縣 1021138 莊琬如  四縣 1021240 傅訓明 

四縣 1021140 曾佳淳  四縣 1021241 陳玉珠 

四縣 1021145 徐玉珍  四縣 1021242 鄒年榦 

四縣 1021147 宋家蓁  四縣 1021243 魏秀春 

四縣 1021149 曾銹枝  四縣 1021244 陳能榮 

四縣 1021155 劉沛璇  四縣 1021247 邱月秋 

四縣 1021157 吳承濬  四縣 1021248 吳紹明 

四縣 1021158 張玉虹  四縣 1021249 劉宇欣 

四縣 1021160 李玉娟  四縣 1021253 魏碧琴 

四縣 1021161 羅偉君  四縣 1021254 吳淑英 

四縣 1021162 鄭玄汝  四縣 1021259 邱淑華 

四縣 1021169 徐郁姈  四縣 1021260 陳苓瑄 

四縣 1021173 周吉桂  四縣 1021262 詹玉華 

四縣 1021178 徐桂本  四縣 1021263 邱美珠 

四縣 1021179 邱梅蘭  四縣 1021264 魏味香 

四縣 1021189 曾松妹  四縣 1021265 梁國昌 

四縣 1021192 徐清穎  四縣 1021266 陳春桃 

四縣 1021193 劉美華  四縣 1021289 林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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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21290 詹珮瑄  四縣 1021426 邱菀燕 

四縣 1021294 黃秋琴  四縣 1021428 徐玉春 

四縣 1021295 陳美雲  四縣 1021435 鍾瑞蓮 

四縣 1021296 田國龍  四縣 1021455 陳玉美 

四縣 1021297 邱清雄  四縣 1021456 傅碧雲 

四縣 1021299 林香美  四縣 1021457 楊慧雯 

四縣 1021300 蕭素蘭  四縣 1021461 胡麗卿 

四縣 1021301 林桓丞  四縣 1021465 羅美惠 

四縣 1021303 陳叡儀  四縣 1021469 杜安昭 

四縣 1021305 黃惠琴  四縣 1021493 湯雲森 

四縣 1021309 邱子昕  四縣 1021494 謝松錦 

四縣 1021363 黃文聖  四縣 1021495 陳秋蘭 

四縣 1021369 余彩瑄  四縣 1021496 黃志明 

四縣 1021371 黃玉潔  四縣 1021497 陳依萍 

四縣 1021373 魏宜珠  四縣 1021503 阮陸城 

四縣 1021375 張榮榜  四縣 1021515 陳秀玲 

四縣 1021376 黃裕琴  四縣 1021520 宋玫芳 

四縣 1021379 徐秋英  四縣 1021523 曾譁育 

四縣 1021382 賴淑英  四縣 1021526 張竹君 

四縣 1021385 高羽彤  四縣 1021528 鄧伯群 

四縣 1021387 陳敏惠  四縣 1021538 楊皓凱 

四縣 1021390 張鈞甯  四縣 1021541 古勝達 

四縣 1021391 黃郁翎  四縣 1021547 劉胡鳳嬌 

四縣 1021407 黃韋茹  四縣 1021548 鍾儀君 

四縣 1021410 王蕾  四縣 1021549 李孟翰 

四縣 1021417 劉宇芬  四縣 1021550 李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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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21552 羅星宜  四縣 1022051 鍾岳成 

四縣 1021553 鍾兆鈞  四縣 1022052 陳星泓 

四縣 1021554 范洳馨  四縣 1022055 劉小玲 

四縣 1021556 鄭婕文  四縣 1022056 陳慧芳 

四縣 1021558 楊淑娟  四縣 1022059 羅玉新 

四縣 1021559 蔡仲寧  四縣 1022061 饒欽亮 

四縣 1021563 鍾媚芳  四縣 1022066 李樹邦 

四縣 1021566 劉虹均  四縣 1022068 范玉芝 

四縣 1022001 邱芷螢  四縣 1022069 林淨 

四縣 1022002 王信之  四縣 1022070 陳美華 

四縣 1022003 陳恩宇  四縣 1022074 彭素珍 

四縣 1022004 廖同心  四縣 1022077 吳淑媛 

四縣 1022005 蔡佳恩  四縣 1022078 徐黃金連 

四縣 1022006 羅玄譯  四縣 1022079 黃秀梅 

四縣 1022008 吳思辰  四縣 1022084 黃淑月 

四縣 1022022 陳霈嫺  四縣 1022085 鄭蘭英 

四縣 1022027 黃貴正  四縣 1022086 卓玉珠 

四縣 1022028 許明鳳  四縣 1022087 王進益 

四縣 1022031 周碧蓮  四縣 1022088 莊秀琴 

四縣 1022035 黃治文  四縣 1022092 黃美丹 

四縣 1022036 王琦枚  四縣 1022094 許嬌蓉 

四縣 1022037 楊美容  四縣 1022096 彭意雲 

四縣 1022045 徐秀蘭  四縣 1022112 胡宸瑜 

四縣 1022046 施馨沛  四縣 1022113 邱庭玟 

四縣 1022049 宋苡荷  四縣 1022117 梁文洋 

四縣 1022050 葉秀英  四縣 1022118 吳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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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22119 宋狄倫  四縣 1022168 鍾貴榮 

四縣 1022125 姜芝宇  四縣 1022170 吳治緯 

四縣 1022126 鍾玉琦  四縣 1022171 吳靜宜 

四縣 1022127 魏秋華  四縣 1022172 賴懷瑄 

四縣 1022129 莊珮君  四縣 1022173 葉盈佳 

四縣 1022130 徐達海  四縣 1022177 陳錦榮 

四縣 1022132 吳師勇  四縣 1022179 鄒思盈 

四縣 1022135 胡彩誼  四縣 1022182 賴柔伊 

四縣 1022136 胡孟芝  四縣 1022183 游傑雯 

四縣 1022140 戴仲平  四縣 1022188 黃鳳釗 

四縣 1022141 沈艷華  四縣 1022191 張素英 

四縣 1022142 廖瑞珍  四縣 1022195 鍾奕莘 

四縣 1022144 李彥葶  四縣 1023002 廖子稜 

四縣 1022147 吳瑞婷  四縣 1023004 吳昭英 

四縣 1022148 吳翠萍  四縣 1023005 魏榮貴 

四縣 1022150 王愛華  四縣 1023006 徐滿妹 

四縣 1022155 林芷妍  四縣 1023012 林書聿 

四縣 1022156 王慧菁  四縣 1023019 賴煜樺 

四縣 1022157 溫婉伶  四縣 1023021 古弦晴 

四縣 1022159 鄭名妤  四縣 1023024 廖品宜 

四縣 1022160 林綉屏  四縣 1023025 李襄容 

四縣 1022162 邱創財  四縣 1023026 李建英 

四縣 1022163 戴郁庭  四縣 1023027 羅鳳嬌 

四縣 1022165 吳濟綸  四縣 1023028 張月華 

四縣 1022166 陳秀鳳  四縣 1023029 劉龍芝 

四縣 1022167 馬子娟  四縣 1023030 廖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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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23031 李玫欣  四縣 1023092 鍾宇倫 

四縣 1023034 魏政豪  四縣 1023093 黃琳雅 

四縣 1023036 魏銘佑  四縣 1023095 陳映璇 

四縣 1023039 黃碧雲  四縣 1023097 謝秉洋 

四縣 1023040 曾盛焜  四縣 1023099 林芸榛 

四縣 1023055 魏志銘  四縣 1023100 張雯翔 

四縣 1023056 魏琪芳  四縣 1023102 黃郁玟 

四縣 1023057 羅新凱  四縣 1023103 吳雨綺 

四縣 1023058 黃筠喬  四縣 1023105 范靜宜 

四縣 1023059 陳偉宸  四縣 1023107 李佳鴻 

四縣 1023060 陳語如  四縣 1023109 溫雅茹 

四縣 1023063 廖宜城  四縣 1023112 姜鳳珠 

四縣 1023065 王湘棻  四縣 1023113 楊玉清 

四縣 1023066 范姜怜穎  四縣 1023114 馮秀春 

四縣 1023069 蔡燕林  四縣 1023115 葉魏玉蘭 

四縣 1023071 羅心妤  四縣 1023116 李淑華 

四縣 1023073 陳裕棠  四縣 1023117 范碧瑩 

四縣 1023077 黃偲芸  四縣 1023118 蔡淑英 

四縣 1023080 馮若嵐  四縣 1023119 李麗雲 

四縣 1023081 賴韋伶  四縣 1023120 范秀枝 

四縣 1023082 戴慶榕  四縣 1023121 陳李季洪 

四縣 1023083 徐惠敏  四縣 1023122 王瑞珍 

四縣 1023087 李羽倩  四縣 1023123 李碧蓮 

四縣 1023089 溫美娣  四縣 1023124 王秀敏 

四縣 1023090 彭仙琴  四縣 1023125 陳威華 

四縣 1023091 陳嘉明  四縣 1023126 張永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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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23127 葉秀雲  四縣 1031087 黃淑琴 

四縣 1023129 鄭芬  四縣 1031093 鍾姵綺 

四縣 1023131 李鴻英  四縣 1031106 葉淑珍 

四縣 1023134 朱淳妤  四縣 1031110 張秋露 

四縣 1023137 梁正亮  四縣 1031111 邱一弘 

四縣 1023138 羅國裕  四縣 1031112 何孟成 

四縣 1023140 魏佳琪  四縣 1031113 楊書怡 

四縣 1023143 羅春珠  四縣 1031115 劉怡纖 

四縣 1023144 石慧君  四縣 1031116 溫賢發 

四縣 1023145 李鳳桃  四縣 1031122 林立山 

四縣 1023146 劉得宏  四縣 1031123 呂紹杰 

四縣 1023147 賴貴容  四縣 1031124 黃俊偉 

四縣 1023148 梁明珠  四縣 1031125 胡其慶 

四縣 1031037 陳滿  四縣 1031159 曾煦嬛 

四縣 1031041 鄭素真  四縣 1031166 陳能勝 

四縣 1031043 藍香妹  四縣 1031171 陳秋萍 

四縣 1031045 傅淑蘭  四縣 1031173 梁紓寧 

四縣 1031046 饒騰輝  四縣 1031174 陳麗鳳 

四縣 1031057 黎伊芯  四縣 1031175 徐慈謙 

四縣 1031066 徐兆生  四縣 1031177 劉德禮 

四縣 1031070 江煥彬  四縣 1031227 戴邦森 

四縣 1031077 陳淑彥  四縣 1031232 羅安德 

四縣 1031078 陳峯盛  四縣 1031234 林治民 

四縣 1031082 宋季穎  四縣 1031237 桑之彥 

四縣 1031083 張琇婷  四縣 1031239 黃韻如 

四縣 1031084 鍾奇峰  四縣 1031240 劉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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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31260 朱鳳君  四縣 1033054 呂美雲 

四縣 1031264 李淑梅  四縣 1033055 戴瑞枝 

四縣 1031269 賴美燕  四縣 1033119 黎侑宣 

四縣 1031277 林清秀  四縣 1033127 梁勤英 

四縣 1031279 徐武雄  四縣 1033132 蘇素芳 

四縣 1031299 陳昌勝  四縣 1033134 黃千玲 

四縣 1031316 曹銘貴  四縣 1033141 黃宥寧 

四縣 1032017 林美燕  四縣 1033145 劉沐芸 

四縣 1032021 洪玉靜  四縣 1033146 張芹語 

四縣 1032025 侯昱璇  四縣 1033147 蔡秉宸 

四縣 1032034 魏君曲  四縣 1033148 蔡欣祐 

四縣 1032037 賴秀珠  四縣 1033149 戴幸禾 

四縣 1032038 羅淑鈴  四縣 1033150 黃筱軒 

四縣 1032041 黃美華  四縣 1033174 黃怡筠 

四縣 1032042 林梓鳳  四縣 1033179 黃翎 

四縣 1032043 任蕙蘭  四縣 1033191 黃書婷 

四縣 1032107 陳欣慧  四縣 1033215 陳長舜 

四縣 1032125 邱國朝  四縣 1041001 鄭向妏 

四縣 1032126 劉燕美  四縣 1041003 李志炫 

四縣 1032137 余福倫  四縣 1041005 許巧稜 

四縣 1032154 廖奐禎  四縣 1041006 劉行 

四縣 1032159 葉秀慧  四縣 1041007 詹子瑢 

四縣 1032160 鍾佳玲  四縣 1041012 徐文栢 

四縣 1032173 廖奎智  四縣 1041013 謝文偉 

四縣 1032175 湯永裕  四縣 1041017 郭健卿 

四縣 1033025 曾紫蘋  四縣 1041019 郭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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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41028 范發城  四縣 1041079 李芷容 

四縣 1041029 范芳瑜  四縣 1041080 林致伶 

四縣 1041037 邱筠婷  四縣 1041090 吳楨婷 

四縣 1041038 邱煒翔  四縣 1041091 劉禹彤 

四縣 1041041 胡兆琪  四縣 1041104 鄭昊瀚 

四縣 1041042 蕭菁芷  四縣 1041108 周宣岑 

四縣 1041054 黃煜宣  四縣 1041109 黃建博 

四縣 1041055 陳金龍  四縣 1041111 林奕薽 

四縣 1041056 温唯守  四縣 1041113 傅兆鴻 

四縣 1041057 曾育琦  四縣 1041115 何政倫 

四縣 1041058 劉淑惠  四縣 1041116 賴妮亭 

四縣 1041059 李惠珠  四縣 1041119 蕭于晴 

四縣 1041060 陳秋萍  四縣 1041120 陳柏軒 

四縣 1041061 鄧永富  四縣 1041124 陳家蓁 

四縣 1041062 張美玲  四縣 1041128 江翰棋 

四縣 1041063 徐碧珠  四縣 1041130 李佳玲 

四縣 1041064 饒文琴  四縣 1041131 林雅惠 

四縣 1041066 黃玉坤  四縣 1041134 李恩羽 

四縣 1041067 張煌斌  四縣 1041136 邱盛忠 

四縣 1041068 徐凱玲  四縣 1041141 邱于馨 

四縣 1041069 劉印君  四縣 1041144 賴姵妤 

四縣 1041070 陳思瑋  四縣 1041146 林少則 

四縣 1041075 劉森華  四縣 1041159 李宗鑫 

四縣 1041076 劉宸嘉  四縣 1041167 徐郁涵 

四縣 1041077 劉宸宇  四縣 1041177 謝宜蓁 

四縣 1041078 林家成  四縣 1041180 劉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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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41186 陳宗育  四縣 1041254 王碧媛 

四縣 1041194 張郁君  四縣 1041255 劉楷榆 

四縣 1041195 李昀宣  四縣 1041256 曾莉芬 

四縣 1041196 謝宇庭  四縣 1041259 楊春英 

四縣 1041200 許宸祐  四縣 1041264 何瑞瑄 

四縣 1041206 邱郁豪  四縣 1041266 羅吉郎 

四縣 1041207 黃紹宇  四縣 1041267 楊子萱 

四縣 1041208 陳沛瑜  四縣 1041274 林政宇 

四縣 1041209 鍾坤霖  四縣 1041275 傅柚涵 

四縣 1041211 曾思嘉  四縣 1041277 謝星羽 

四縣 1041213 蔡承育  四縣 1041283 何文琪 

四縣 1041215 詹仟羽  四縣 1041284 魏玉青 

四縣 1041220 黃鈺善  四縣 1041286 江圯洋 

四縣 1041221 賴郁安  四縣 1041287 劉桂娟 

四縣 1041222 林沛均  四縣 1041288 涂耕維 

四縣 1041223 詹宜樺  四縣 1042001 賴玟綺 

四縣 1041226 魏宇晨  四縣 1042002 徐昕宇 

四縣 1041227 湛旻穎  四縣 1042003 葉沛姍 

四縣 1041233 張益銘  四縣 1042004 何宛芸 

四縣 1041235 邱禹倫  四縣 1042005 劉憶妏 

四縣 1041242 涂沛宗  四縣 1042006 林欣雨 

四縣 1041244 曾國軒  四縣 1042009 羅衣伶 

四縣 1041247 羅聖彥  四縣 1042010 張芷瑄 

四縣 1041251 李香蘭  四縣 1042014 徐峻承 

四縣 1041252 徐淑華  四縣 1042017 彭偉堰 

四縣 1041253 林育詩  四縣 1042018 紀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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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42022 謝明瑾  四縣 1042078 吳秀香 

四縣 1042023 游雨潔  四縣 1042079 楊禹恆 

四縣 1042025 徐開銘  四縣 1042080 胡沛芸 

四縣 1042026 徐芸婧  四縣 1042081 羅敏軒 

四縣 1042027 陳秋湘  四縣 1042082 湯雅如 

四縣 1042028 呂美智  四縣 1042083 羅尹君 

四縣 1042030 謝嘉雯  四縣 1042084 羅尹伶 

四縣 1042032 鄭雅心  四縣 1042085 江姿儀 

四縣 1042034 陳增金  四縣 1042086 張明慧 

四縣 1042036 邱馨誼  四縣 1042087 湯惠婷 

四縣 1042037 楊舒雲  四縣 1042089 張瑞玲 

四縣 1042038 徐允泓  四縣 1042090 林明宜 

四縣 1042042 梁佩倫  四縣 1042091 廖肇仁 

四縣 1042044 汪清達  四縣 1042092 陳泓廷 

四縣 1042048 曾冠智  四縣 1042094 陳谷誠 

四縣 1042049 鄭明仁  四縣 1042095 孫信明 

四縣 1042050 謝慶勇  四縣 1042096 張君仰 

四縣 1042053 邱于平  四縣 1042097 謝沛汶 

四縣 1042054 李心恩  四縣 1042098 謝雅惠 

四縣 1042058 吳秉宏  四縣 1042099 賴般若 

四縣 1042065 解雲安  四縣 1042100 鄧方宇 

四縣 1042069 黃雅芳  四縣 1042101 曾少妤 

四縣 1042074 温振榮  四縣 1042102 陳香蘭 

四縣 1042075 劉雲開  四縣 1042103 簡婉茹 

四縣 1042076 賴碧美  四縣 1042104 劉學耆 

四縣 1042077 邱惠旭  四縣 1042106 陳語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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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42107 陳雨妗  四縣 1042136 何圓芳 

四縣 1042108 羅慧美  四縣 1042137 湯雅雯 

四縣 1042109 陳瑞蓮  四縣 1042138 羅際甲 

四縣 1042111 劉滿真  四縣 1042139 邱繼蕙 

四縣 1042112 黃湘月  四縣 1042140 蘇雅晴 

四縣 1042113 薛見平  四縣 1042141 吳宇翔 

四縣 1042114 彭冠綺  四縣 1042142 林君燕 

四縣 1042115 邱永祥  四縣 1042143 湯惠琴 

四縣 1042117 陳秀玲  四縣 1042144 謝夢桃 

四縣 1042118 張世昌  四縣 1042145 蔣明璋 

四縣 1042119 王思茜  四縣 1042146 楊明錦 

四縣 1042120 徐秋燕  四縣 1042147 邱義鴻 

四縣 1042121 徐玉美  四縣 1042148 曾思萍 

四縣 1042122 江清蓮  四縣 1042150 彭維煜 

四縣 1042123 彭治宏  四縣 1042151 江培宏 

四縣 1042124 朱讚星  四縣 1042154 劉美芳 

四縣 1042125 劉家宇  四縣 1042155 詹彩蘋 

四縣 1042126 林惠娟  四縣 1042159 劉幸萍 

四縣 1042127 古威儀  四縣 1042160 張月嬌 

四縣 1042128 謝國勳  四縣 1042161 盧文杰 

四縣 1042130 徐清奇  四縣 1042162 涂榮輝 

四縣 1042131 郭政鑫  四縣 1042163 彭俐穎 

四縣 1042132 陳瑞蓮  四縣 1042164 黃林秀蘭 

四縣 1042133 黃雅茹  四縣 1042165 杜琦琴 

四縣 1042134 邱雅樺  四縣 1042166 林志學 

四縣 1042135 黃錦錢  四縣 1042167 楊吳新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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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42168 熊莉莉  四縣 1043031 鍾萬學 

四縣 1042169 林欣慧  四縣 1043032 邱柏翔 

四縣 1042170 林月娥  四縣 1043033 蔡雨霏 

四縣 1042171 謝玉美  四縣 1043049 宋苡彤 

四縣 1042172 林永恩  四縣 1043059 李洛妍 

四縣 1042173 宋秀美  四縣 1043061 吳孟潔 

四縣 1042175 邱之杏  四縣 1043064 林玫慧 

四縣 1042176 賴秀蘭  四縣 1043066 劉如庭 

四縣 1042177 林瑞香  四縣 1043067 李明娟 

四縣 1043001 彭泓益  四縣 1043070 張閔茹 

四縣 1043002 饒佾展  四縣 1043071 黃琳媗 

四縣 1043003 陳思瑜  四縣 1043072 賴榆芳 

四縣 1043004 饒佾昀  四縣 1043073 張安琪 

四縣 1043009 解長勳  四縣 1043074 張筠琇 

四縣 1043012 羅展晟  四縣 1043076 徐子惠 

四縣 1043016 蔡羽芝  四縣 1043077 賴承伶 

四縣 1043017 姜米妮  四縣 1043080 蕭瑀萱 

四縣 1043019 陳昱丞  四縣 1043081 王忠益 

四縣 1043021 周秝瞱  四縣 1043082 黃宥溢 

四縣 1043022 鄭有恩  四縣 1043084 王紹恩 

四縣 1043024 徐紫瑄  四縣 1043085 鍾宜倩 

四縣 1043025 周佩渝  四縣 1043086 林禹呈 

四縣 1043027 張瑜萱  四縣 1043087 彭建嘉 

四縣 1043028 吳鈺歆  四縣 1043088 張愛堉 

四縣 1043029 陳畇蓁  四縣 1043089 曾興文 

四縣 1043030 陳家烽  四縣 1043090 曾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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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43091 葉于瑄  四縣 1044014 黃頎敉 

四縣 1043092 葉穎臻  四縣 1044016 林靖晏 

四縣 1043093 黃苡涵  四縣 1044017 劉凱翔 

四縣 1043094 陳奕彤  四縣 1044018 邱佳宜 

四縣 1043096 邱煒翔  四縣 1044020 劉子熏 

四縣 1043097 呂怡萱  四縣 1044021 黃莉婷 

四縣 1043098 廖芳萍  四縣 1044022 劉玟伶 

四縣 1043099 李銘豐  四縣 1044023 周于晴 

四縣 1043100 郭彩霞  四縣 1044025 賴佳星 

四縣 1043101 饒依婷  四縣 1044036 張鈺棋 

四縣 1043104 邱奕綺  四縣 1044037 陳冠綸 

四縣 1043119 賴怡蓉  四縣 1044038 林明賢 

四縣 1043124 徐千惠  四縣 1044042 陳彥宇 

四縣 1043136 湯欣蓉  四縣 1044051 許義愷 

四縣 1043142 江昱旻  四縣 1044054 范嘉云 

四縣 1043146 徐鴻禎  四縣 1044063 廖俊彥 

四縣 1043147 黃筱茹  四縣 1044065 黎有晟 

四縣 1043148 陳家禾  四縣 1044066 連淑菁 

四縣 1043150 卜偲真  四縣 1044073 林玉玲 

四縣 1043151 卜翊倫  四縣 1044077 游文薰 

四縣 1043152 戴婉譯  四縣 1044078 林妡容 

四縣 1043153 陳原豪  四縣 1044080 譚宇芩 

四縣 1043154 陳貞萍  四縣 1044081 黃宥愷 

四縣 1044001 陳治斌  四縣 1044082 溫芝辰 

四縣 1044007 黃敏瑈  四縣 1044083 溫俊棋 

四縣 1044011 陳桓煒  四縣 1045001 古旻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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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45002 羅胤嘉  四縣 1045047 鄧瑞淩 

四縣 1045011 詹勳宇  四縣 1045048 張蓮香 

四縣 1045012 葉欣彤  四縣 1045049 邱世璿 

四縣 1045014 張其鎧  四縣 1045053 鄭進安 

四縣 1045016 葉嘉芸  四縣 1045054 呂文翔 

四縣 1045017 古易芸  四縣 1045055 陳美理 

四縣 1045019 鍾合棋  四縣 1045056 古美鴻 

四縣 1045021 陳至瑋  四縣 1045058 賴容裕 

四縣 1045022 藍祥潤  四縣 1045063 范家銘 

四縣 1045023 劉雯玲  四縣 1045064 陳鈺莉 

四縣 1045026 謝治紘  四縣 1045066 江瑞安 

四縣 1045027 許先裕  四縣 1045068 陳謝英 

四縣 1045029 胡國樑  四縣 1045070 鍾東秀 

四縣 1045030 吳倩昀  四縣 1045071 黃文煥 

四縣 1045031 楊博鈞  四縣 1045072 傅純英 

四縣 1045032 劉彥欣  四縣 1045073 謝宏祥 

四縣 1045033 陳鋐越  四縣 1045074 楊徐含笑 

四縣 1045034 葉淼蘭  四縣 1045075 張玉英 

四縣 1045035 吳秀梅  四縣 1045076 鍾瑋家 

四縣 1045036 傅鳳娥  四縣 1045079 鍾志芳 

四縣 1045037 羅至閔  四縣 1045080 溫容賢 

四縣 1045038 羅彩娥  四縣 1045081 陳定毅 

四縣 1045039 詹煌杜  四縣 1045082 林芷儀 

四縣 1045040 張卉閔  四縣 1045085 高慶晏 

四縣 1045042 莊昕潔  四縣 1045089 謝佳諴 

四縣 1045043 鄭雨雯  四縣 1045091 謝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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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51001 張嘉芸  四縣 1051125 鍾秀英 

四縣 1051003 余品緗  四縣 1051126 蕭桂蘭 

四縣 1051019 徐亦玄  四縣 1051133 蔣宜芳 

四縣 1051020 朱暐甯  四縣 1051135 葉峻岦 

四縣 1051024 林芸儷  四縣 1051137 謝增魁 

四縣 1051030 李宜蓁  四縣 1051138 曾德仁 

四縣 1051036 陳冠溢  四縣 1051139 黃子凌 

四縣 1051037 陳冠綸  四縣 1051140 黃慧萍 

四縣 1051038 賴宜暄  四縣 1051141 林姍儀 

四縣 1051041 趙子榕  四縣 1051144 謝如芳 

四縣 1051046 賴怡媛  四縣 1051145 蘇莉涵 

四縣 1051048 劉格如  四縣 1051146 蔡欣汝 

四縣 1051058 林麗美  四縣 1051147 甘頤庭 

四縣 1051059 蔡振傑  四縣 1051148 趙羿旻 

四縣 1051064 李姝毓  四縣 1051152 林秀美 

四縣 1051065 余德華  四縣 1051154 吳沂玟 

四縣 1051068 廖緹詠  四縣 1051155 章芯瑜 

四縣 1051074 黃芷庭  四縣 1051157 林勇志 

四縣 1051085 楊建宗  四縣 1051158 詹小慧 

四縣 1051090 林麗華  四縣 1051159 楊欣穎 

四縣 1051096 黃怡齡  四縣 1051164 姜億欣 

四縣 1051097 黃為瀚  四縣 1051166 徐月珍 

四縣 1051100 黃士宸  四縣 1051167 張瑞君 

四縣 1051105 林建宏  四縣 1051169 謝姿瑩 

四縣 1051115 杜苡蔓  四縣 1051170 吳志明 

四縣 1051123 魏克儉  四縣 1051171 陳怡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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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51172 施佳妙  四縣 1061043 吳俞萱 

四縣 1051174 洪士宜  四縣 1061045 孫佩慈 

四縣 1051175 李旺青  四縣 1061046 洪聖竣 

四縣 1051179 諶昱瑄  四縣 1061048 張妙蓁 

四縣 1051180 諶昱伶  四縣 1061049 林宸毅 

四縣 1051182 黃若雯  四縣 1061051 張譯升 

四縣 1052164 張育政  四縣 1061053 許鈊淇 

四縣 1052166 林威利  四縣 1061054 吳苡岑 

四縣 1052168 蘇國湖  四縣 1061055 丁奕瑄 

四縣 1052174 張喜悅  四縣 1061059 呂伂珊 

四縣 1052175 古玉芬  四縣 1061065 楊念均 

四縣 1052176 彭瑋琪  四縣 1061066 陳芝筠 

四縣 1052192 余珮毓  四縣 1061069 張岑宜 

四縣 1061002 陳華亭  四縣 1061071 邱亮銜 

四縣 1061006 朱憶銘  四縣 1061073 楊定綸 

四縣 1061012 鍾景智  四縣 1061074 陳沿伊 

四縣 1061013 徐玉招  四縣 1061076 張詠禎 

四縣 1061027 劉財興  四縣 1061077 柳喆敔 

四縣 1061030 陳思瑾  四縣 1061078 劉芷言 

四縣 1061034 黃淑芬  四縣 1061079 吳翊瑄 

四縣 1061035 李金城  四縣 1061081 吳明哲 

四縣 1061036 李育秀  四縣 1061083 李宥霖 

四縣 1061037 蘇靖恩  四縣 1061084 劉宥廷 

四縣 1061039 湯智翔  四縣 1061085 劉瑛芳 

四縣 1061040 張子鴻  四縣 1061088 陳韡玨 

四縣 1061042 吳定原  四縣 1061092 陳欣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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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61093 陳宏盈  四縣 1061134 羅秋芬 

四縣 1061094 林慶傑  四縣 1061135 劉士均 

四縣 1061095 孫培原  四縣 1061136 陳永朗 

四縣 1061096 黃昱翔  四縣 1061138 蕭玉珍 

四縣 1061098 宋佩旂  四縣 1061139 鍾春香 

四縣 1061099 張芷庭  四縣 1061143 邱匯娟 

四縣 1061100 陳姵瑄  四縣 1061145 葉容菁 

四縣 1061102 傅若萱  四縣 1061146 張靜美 

四縣 1061103 傅文輝  四縣 1061148 陳欽霖 

四縣 1061104 李宇澤  四縣 1061154 邱敏晃 

四縣 1061105 陳欣妤  四縣 1061158 李盈潔 

四縣 1061106 李秉祐  四縣 1061159 劉采鈴 

四縣 1061108 宋品臻  四縣 1061162 張聖民 

四縣 1061109 宋盈慧  四縣 1061163 鍾佐民 

四縣 1061114 賴金鳳  四縣 1061165 林韋伶 

四縣 1061115 劉姝嫻  四縣 1061166 梁家禎 

四縣 1061116 劉姮均  四縣 1061167 張淑貞 

四縣 1061118 鄭雅月  四縣 1061168 魏秀芳 

四縣 1061120 李蕙如  四縣 1061170 陳錦威 

四縣 1061121 楊心慈  四縣 1061172 邱啟明 

四縣 1061126 劉乃榛  四縣 1061173 胡育甄 

四縣 1061127 劉准均  四縣 1061175 黃馨 

四縣 1061128 賴芊屺  四縣 1061177 陳姿華 

四縣 1061129 賴岍聿  四縣 1061181 邱絨軒 

四縣 1061130 賴瓊惠  四縣 1061182 古佳芬 

四縣 1061133 鍾佩君  四縣 1061184 曾舜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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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61185 林珮筠  四縣 1062032 劉芷妤 

四縣 1061187 蕭松源  四縣 1062033 黃遵祐 

四縣 1061191 羅方秀  四縣 1062035 童品蓁 

四縣 1061192 吳庭華  四縣 1062036 李珈儀 

四縣 1061193 邱若筑  四縣 1062038 吳旻璇 

四縣 1061194 吳鎧伊  四縣 1062039 曾郁芬 

四縣 1061196 王皇文  四縣 1062041 石光祐 

四縣 1061197 林育瑋  四縣 1062043 溫寀慈 

四縣 1061199 陳子勛  四縣 1062044 傅家豪 

四縣 1061200 董宥岑  四縣 1062045 曾崇彥 

四縣 1061201 吳玉鳳  四縣 1062047 鍾昀霖 

四縣 1061207 李怡蒨  四縣 1062048 溫寀瑩 

四縣 1061208 羅栩玫  四縣 1062049 田蕓萁 

四縣 1062004 趙奕嘉  四縣 1062051 曾福廷 

四縣 1062007 吳翊杉  四縣 1062052 溫兆龍 

四縣 1062009 劉秉鋐  四縣 1062054 謝秀慧 

四縣 1062010 李思樂  四縣 1062055 傅冠毓 

四縣 1062013 劉子濤  四縣 1062056 傅吉星 

四縣 1062014 黃遵仁  四縣 1062057 林俊宇 

四縣 1062015 劉珈岑  四縣 1062060 楊承恩 

四縣 1062018 劉軒妤  四縣 1062061 宋宜樺 

四縣 1062021 宋文君  四縣 1062062 林欣彤 

四縣 1062022 宋詩涵  四縣 1062063 曾秀珠 

四縣 1062028 曾安  四縣 1062064 趙律棠 

四縣 1062029 曾信  四縣 1062065 劉姵伶 

四縣 1062030 古沛方  四縣 1062067 陳以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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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62068 劉永瑄  四縣 1062111 鄭鈞遠 

四縣 1062071 傅妘熙  四縣 1062114 劉昀亭 

四縣 1062072 許東澤  四縣 1062115 張新振 

四縣 1062073 黃焄睿  四縣 1062116 林德祥 

四縣 1062074 林邑孺  四縣 1062119 鍾蔧柔 

四縣 1062075 張子卿  四縣 1062120 朱堤蔓 

四縣 1062078 鍾甄玲  四縣 1062121 劉昀羿 

四縣 1062079 楊謹瑄  四縣 1062122 張庭瑄 

四縣 1062080 溫治鈞  四縣 1062123 黃怡旋 

四縣 1062081 趙宇穫  四縣 1062124 曾郁茹 

四縣 1062082 陳嘉翎  四縣 1062125 劉美樺 

四縣 1062083 陳嘉萱  四縣 1062126 朱志忠 

四縣 1062086 陳秋枝  四縣 1062128 劉國雄 

四縣 1062087 林妍侑  四縣 1062129 鍾彩孃 

四縣 1062088 陳楷翰  四縣 1062130 黃彩瑜 

四縣 1062089 蕭之穎  四縣 1062131 劉宸岎 

四縣 1062090 蔡宜岑  四縣 1062132 朱哲熠 

四縣 1062093 曾玉萱  四縣 1062133 劉億婷 

四縣 1062094 朱孟娟  四縣 1062134 黃妤軒 

四縣 1062095 張鈞洋  四縣 1062136 吳超凢 

四縣 1062096 陳宜汝  四縣 1062137 黃森蘭 

四縣 1062098 林愉竣  四縣 1062139 吳宇晨 

四縣 1062102 羅紫筠  四縣 1062141 沈佩璇 

四縣 1062103 陳宥晴  四縣 1062142 鍾孟君 

四縣 1062104 張凱婷  四縣 1062143 許貴美 

四縣 1062106 潘英善  四縣 1062144 吳佳陵 



   

第 24 頁，共 52 頁 

 

 

 

 

 

 

 

 

 

 

 

 

 

 

 

 

 

 

 

 

 

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62145 劉彥敏  四縣 1071056 許家瑄 

四縣 1062146 吳昱萱  四縣 1071057 陳彥勳 

四縣 1062148 劉耿豪  四縣 1071059 鍾景峰 

四縣 1062149 劉玥廷  四縣 1071061 馮家鈺 

四縣 1062151 吳志揚  四縣 1071063 陳俐心 

四縣 1071004 傅嬿臻  四縣 1071066 林家穗 

四縣 1071016 馮文龍  四縣 1071068 利世洋 

四縣 1071026 劉欣羽  四縣 1071069 鍾翔智 

四縣 1071028 李坊稘  四縣 1071076 李慧妤 

四縣 1071029 楊美玲  四縣 1071077 陳耀明 

四縣 1071030 鍾昕潼  四縣 1071078 吳雅慧 

四縣 1071032 徐家崴  四縣 1071080 陳昱蓁 

四縣 1071033 曹亦頡  四縣 1071081 黃婉禎 

四縣 1071034 湯承澔  四縣 1071082 徐智玢 

四縣 1071035 張苡葇  四縣 1071085 吳筱棠 

四縣 1071040 徐涓涓  四縣 1071086 李易芬 

四縣 1071041 鍾智宇  四縣 1071087 李妍汝 

四縣 1071042 馮心妤  四縣 1071088 吳建龍 

四縣 1071044 邱喬安  四縣 1071089 曾雪雲 

四縣 1071046 劉怡辰  四縣 1071091 曾志雲 

四縣 1071047 白雅慧  四縣 1071092 蕭舜庭 

四縣 1071049 徐若庭  四縣 1071093 陳玉珍 

四縣 1071050 鍾秉哲  四縣 1071094 鍾尚融 

四縣 1071051 李兆宜  四縣 1071095 倪聖和 

四縣 1071052 陳雨彤  四縣 1071096 苗蕙敏 

四縣 1071053 謝家妤  四縣 1071098 曾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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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71101 林其明  四縣 1072053 劉子菁 

四縣 1071102 賴幸良  四縣 1072054 傅賢政 

四縣 1071103 鄭淑貞  四縣 1072055 廖妍綾 

四縣 1071104 楊采臻  四縣 1072059 鍾偉佑 

四縣 1071106 張樺欣  四縣 1072060 曾靖雅 

四縣 1071107 蔣幸洳  四縣 1072061 曾宏騰 

四縣 1072001 利泓燁  四縣 1072062 洪詩昀 

四縣 1072003 溫梓瑜  四縣 1072064 鍾采螢 

四縣 1072007 李翊銨  四縣 1072065 余柏葶 

四縣 1072008 利沛雅  四縣 1072066 尹薏萱 

四縣 1072010 利恩芯  四縣 1072067 李維瑜 

四縣 1072017 馬佳宜  四縣 1072068 余學紘 

四縣 1072025 利劉菊蘭  四縣 1072072 徐瑞辰 

四縣 1072027 陳麗雯  四縣 1072075 陳思方 

四縣 1072030 吳奇玲  四縣 1072082 宋庭安 

四縣 1072031 官雅珉  四縣 1072085 林佩瑜 

四縣 1072032 劉明惠  四縣 1072087 李仁華 

四縣 1072033 李怡欣  四縣 1072089 鄭玉筠 

四縣 1072036 李慶煒  四縣 1072091 林國龍 

四縣 1072038 游芳萍  四縣 1072092 邱筠 

四縣 1072039 郭立崴  四縣 1073001 邱文玉 

四縣 1072040 陳欣愉  四縣 1073002 李鎮衛 

四縣 1072041 李姿儀  四縣 1073003 邱文貞 

四縣 1072042 邱璵安  四縣 1073008 許芝熒 

四縣 1072047 王顗涵  四縣 1073010 劉凱鈞 

四縣 1072048 鄧又綾  四縣 1073011 馮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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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73024 邱俞禎  四縣 1073090 顏金珠 

四縣 1073025 何心妤  四縣 1073091 梁尹瑄 

四縣 1073026 李堉驂  四縣 1073092 徐名君 

四縣 1073027 鄭弘翊  四縣 1073093 邱怡瑄 

四縣 1073028 曾郁茗  四縣 1074009 黃宇晨 

四縣 1073029 吳福財  四縣 1074013 袁瑞雲 

四縣 1073030 曾宇旋  四縣 1081001 謝發錩 

四縣 1073031 劉禹瑨  四縣 1081002 陳淑貞 

四縣 1073034 邱若玄  四縣 1081012 賴慧明 

四縣 1073035 鍾展富  四縣 1081015 蕭鳳姝 

四縣 1073036 邱櫘溱  四縣 1081017 巫宜芳 

四縣 1073040 馮婞容  四縣 1091011 徐語襄 

四縣 1073041 曾羿晧  四縣 1091012 陳思汝 

四縣 1073044 許翰琳  四縣 1091014 饒永鋐 

四縣 1073045 鍾豐謄  四縣 1091015 徐郁瑜 

四縣 1073052 馮湘芸  四縣 1091017 莊蕙綺 

四縣 1073061 張芳榆  四縣 1091019 嚴郁婷 

四縣 1073066 劉又瑄  四縣 1091021 蔡雨均 

四縣 1073069 包秀妮  四縣 1091022 林俐伶 

四縣 1073070 林孟璇  四縣 1091024 呂金田 

四縣 1073075 莊瑑禈  四縣 1091025 李芷欣 

四縣 1073083 陳月香  四縣 1091027 曾玉英 

四縣 1073084 郭威琳  四縣 1091028 林澄江 

四縣 1073086 邱美玉  四縣 1091029 李杰恩 

四縣 1073088 林和正  四縣 1091030 賴宜亨 

四縣 1073089 許豎義  四縣 1091032 黃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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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091033 黃思穎  四縣 1091101 張明香 

四縣 1091035 羅兆   四縣 1111001 楊凱翔 

四縣 1091041 盧沛青  四縣 1111008 馮盈盈 

四縣 1091048 林秉弘  四縣 1111012 馮朱緞 

四縣 1091049 黃嬿庭  四縣 1111018 賴冠良 

四縣 1091050 廖晨佑  四縣 1111019 劉文麒 

四縣 1091055 吳家寧  四縣 1111020 郭豐彰 

四縣 1091056 鄭羽彤  四縣 1111022 王惠青 

四縣 1091057 温銜易  四縣 1111023 蔡芷瑜 

四縣 1091062 鄭美玉  四縣 1111028 蔡佩宸 

四縣 1091063 張素珍  四縣 1111030 陳冠宏 

四縣 1091064 曾閔琁  四縣 1111034 許庭瑋 

四縣 1091068 洪培芯  四縣 1111039 曾鳳珠 

四縣 1091069 鍾霈蕎  四縣 1111041 賴韋茹 

四縣 1091070 徐佳鈴  四縣 1111042 劉玉秋 

四縣 1091071 賴秀玲  四縣 1111043 陳美蘭 

四縣 1091072 蕭聰銘  四縣 1111044 李佳恩 

四縣 1091073 蕭家欣  四縣 1111047 黃慧琦 

四縣 1091074 陳家凌  四縣 1111049 蔡宗祐 

四縣 1091080 潘一芬  四縣 1111050 陳韻筑 

四縣 1091082 葉彥志  四縣 1111051 葉家吟 

四縣 1091083 羅添魁  四縣 1111054 尤少湘 

四縣 1091085 鍾政娟  四縣 1111058 湯美玲 

四縣 1091087 賴力豪  四縣 1111059 楊美莉 

四縣 1091096 沈容芝  四縣 1111062 陳香婷 

四縣 1091100 李孟秋  四縣 1121001 陳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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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121002 陳雅馨  四縣 1131009 錢萱 

四縣 1121006 梅可歆  四縣 1141001 魏淑慧 

四縣 1121010 林芝丞  四縣 1141002 吳克文 

四縣 1121015 林詒家  四縣 1141003 翁林靖 

四縣 1121039 陳淑慧  四縣 1141006 張捷倫 

四縣 1121040 林品妍  四縣 1141008 林穎欣 

四縣 1121043 葉子晴  四縣 1141012 劉念 

四縣 1121044 葉恩庭  四縣 1141013 溫立帆 

四縣 1121045 羅姵宸  四縣 1141015 葉雯琪 

四縣 1121046 王宥筑  四縣 1141017 施柔羽 

四縣 1121047 王沺雅  四縣 1141026 古承恩 

四縣 1121051 蔡仰恩  四縣 1141030 吳桂蓮 

四縣 1121063 李鴻麟  四縣 1141047 賴瑾璿 

四縣 1121067 蕭惠瑩  四縣 1141049 溫尹明 

四縣 1121070 蘇立承  四縣 1141050 賴慧文 

四縣 1121072 陳眉君  四縣 1141051 林煦寧 

四縣 1121074 李雨蓁  四縣 1141053 黃筱甯 

四縣 1121075 方建勛  四縣 1141055 林合謙 

四縣 1121078 林妙貞  四縣 1141057 張惠娟 

四縣 1121079 李勝雄  四縣 1141058 邱太寧 

四縣 1121083 林玉英  四縣 1141059 游騰雄 

四縣 1121085 黃芷玲  四縣 1141060 曾明德 

四縣 1131001 邱承君  四縣 1141062 張巧蓁 

四縣 1131002 陳芸葶  四縣 1141063 朱洧甄 

四縣 1131003 廖月玲  四縣 1141064 羅心妍 

四縣 1131007 陳淑琴  四縣 1141066 陳玥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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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1141067 陳卉瑜  四縣 1142015 徐秀妹 

四縣 1141069 彭郁倢  四縣 1142022 吳均柔 

四縣 1141071 陳詠勛  四縣 1151001 黃建凱 

四縣 1141072 葉新汝  四縣 1151004 江瑜庭 

四縣 1141073 陳硯勛  四縣 1151005 盧嘉營 

四縣 1141074 温仲仁  四縣 1151006 張子房 

四縣 1141075 蕭昭香  四縣 1151007 曾志峰 

四縣 1141076 黎冠妤  四縣 1151008 傅薏安 

四縣 1141079 潘柏森  四縣 1151009 吳俊璋 

四縣 1141080 張毓琦  四縣 1151011 李俊義 

四縣 1141081 黃韻潔  四縣 1151013 邱立品 

四縣 1141082 蘇雪蘭  四縣 1151016 李育慧 

四縣 1141084 鍾嘉琳  四縣 2011001 郭昱杋 

四縣 1141087 黃聿璿  四縣 2011004 陳芓鈞 

四縣 1141089 郭心嵐  四縣 2011009 鞠昊恩 

四縣 1141090 徐玉雯  四縣 2011010 張愷芯 

四縣 1141091 傅嬌蓮  四縣 2011011 沈綵珊 

四縣 1141095 李秀珠  四縣 2011012 張懷元 

四縣 1141096 謝美惠  四縣 2011014 蔡廷緒 

四縣 1141099 彭秋妹  四縣 2011015 蔡沛涵 

四縣 1141100 李菊香  四縣 2011016 吳欣縈 

四縣 1141101 吳金蓮  四縣 2011017 劉子榕 

四縣 1141103 胡志泰  四縣 2011018 張慧瑀 

四縣 1141104 吳美樺  四縣 2011021 陳宜康 

四縣 1142011 栢函秀  四縣 2011022 陳運正 

四縣 1142014 栢國城  四縣 2011023 徐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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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11034 羅子涵  四縣 2011112 吳舒宸 

四縣 2011037 楊心怡  四縣 2011113 黃冠衡 

四縣 2011045 陳彥伯  四縣 2011115 蔡慧真 

四縣 2011051 曾慧貞  四縣 2011116 許緯釩 

四縣 2011052 劉宇翔  四縣 2011117 李世丞 

四縣 2011059 黃彥甄  四縣 2011118 王劭崴 

四縣 2011060 宋雲晟  四縣 2011127 易星璇 

四縣 2011062 郭雅琳  四縣 2011133 劉昕晴 

四縣 2011065 彭怡嘉  四縣 2011134 盧品筑 

四縣 2011073 李秀蓉  四縣 2011139 許媁媃 

四縣 2011076 林世偉  四縣 2011140 陳睿杭 

四縣 2011087 鍾明臻  四縣 2011141 陳渙捷 

四縣 2011091 楊璦華  四縣 2011142 黃弘恩 

四縣 2011092 林魁鈺  四縣 2011145 李婕寧 

四縣 2011094 徐麗玲  四縣 2011147 陳蔣秉翰 

四縣 2011095 劉純諺  四縣 2011152 羅千茹 

四縣 2011096 劉芷妤  四縣 2011153 林明磊 

四縣 2011097 陳韋翔  四縣 2011156 謝秉峰 

四縣 2011098 邱淑惠  四縣 2011157 廖心瑀 

四縣 2011099 鄭喬云  四縣 2011173 林芯如 

四縣 2011101 陳宣彤  四縣 2011176 周純潔 

四縣 2011102 徐維聖  四縣 2011177 黃雅瑄 

四縣 2011103 張以蓁  四縣 2011178 黃暄迪 

四縣 2011105 陳以芸  四縣 2011179 賴玟靜 

四縣 2011108 彭俊中  四縣 2011180 陳映亘 

四縣 2011109 陶芊鈞  四縣 2011181 莊舒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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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11190 陳永增  四縣 2011285 莊雯涵 

四縣 2011202 陳思瑜  四縣 2011289 郭勝杰 

四縣 2011217 劉常豐  四縣 2011290 劉惠琦 

四縣 2011218 陳佳祺  四縣 2011291 李采庭 

四縣 2011227 范曉雲  四縣 2011298 陳亭含 

四縣 2011240 邱薇聿  四縣 2011299 蔡蕙如 

四縣 2011241 邱楷恩  四縣 2011300 張輝光 

四縣 2011242 林育樟  四縣 2011304 張天成 

四縣 2011243 林育斌  四縣 2011307 溫玉琴 

四縣 2011244 陳皓柔  四縣 2011308 陳立哲 

四縣 2011246 陳紀恩  四縣 2011311 何恩維 

四縣 2011248 傅姿尹  四縣 2011314 楊念華 

四縣 2011249 陳貞宇  四縣 2011316 古靚婷 

四縣 2011251 王美晴  四縣 2011317 黃姿婷 

四縣 2011252 周詩芸  四縣 2011318 廖奕媗 

四縣 2011253 蔡秀芳  四縣 2011319 江檥嫻 

四縣 2011261 傅筠婷  四縣 2011322 吳欣惠 

四縣 2011264 林芯綾  四縣 2011325 林玄同 

四縣 2011265 黃奕昕  四縣 2011327 陳品淇 

四縣 2011266 王翊涵  四縣 2011330 鍾潔妍 

四縣 2011267 王安盛  四縣 2011331 廖宣齊 

四縣 2011269 徐瑜均  四縣 2011332 廖德桂 

四縣 2011271 謝依妗  四縣 2011333 劉淙佑 

四縣 2011273 饒月玲  四縣 2012003 江雪芳 

四縣 2011274 饒素禎  四縣 2012004 林怡臻 

四縣 2011281 李明軒  四縣 2012005 林宥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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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12008 詹証皓  四縣 2012131 胡君柔 

四縣 2012009 林冠翰  四縣 2012132 劉祉彤 

四縣 2012016 陳泓叡  四縣 2012133 李悅如 

四縣 2012021 王欣庭  四縣 2012137 薛筠巧 

四縣 2012043 黃家榆  四縣 2012142 張嘉真 

四縣 2012044 謝亞呈  四縣 2012147 黃忠賢 

四縣 2012049 楊文綾  四縣 2012149 陳姿蓉 

四縣 2012051 翁羽萱  四縣 2012156 徐捷安 

四縣 2012053 羅珮芸  四縣 2012163 賀盈曦 

四縣 2012057 胡美華  四縣 2012167 曾珈芸 

四縣 2012059 顏光兌  四縣 2012176 賴慈允 

四縣 2012067 林郁涵  四縣 2012177 蔡誌豪 

四縣 2012070 鍾沛希  四縣 2012179 黃慧玫 

四縣 2012073 洪宇婕  四縣 2012182 李永恒 

四縣 2012075 林宥禎  四縣 2012189 余美玲 

四縣 2012076 鍾沛妤  四縣 2012192 蔡培元 

四縣 2012079 楊詠筑  四縣 2012193 林艷均 

四縣 2012102 廖宥橙  四縣 2012194 劉祐伊 

四縣 2012103 李佩恩  四縣 2012195 湯嘉惠 

四縣 2012108 靳皓閔  四縣 2012200 劉又瑄 

四縣 2012111 劉貝珊  四縣 2012202 潘卉玲 

四縣 2012115 黃蜀玲  四縣 2012205 謝書怡 

四縣 2012116 呂睿心  四縣 2012207 吳若瑄 

四縣 2012118 彭以恩  四縣 2012209 傅一峯 

四縣 2012122 彭柏特  四縣 2012213 徐鳳蓮 

四縣 2012125 許天恩  四縣 2012215 賴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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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12221 賴燕貞  四縣 2021062 朱秀英 

四縣 2012235 陳國陽  四縣 2021063 姜柏睿 

四縣 2021001 黃詩婷  四縣 2021068 鍾佳勳 

四縣 2021003 邱梓瑄  四縣 2021070 游美珍 

四縣 2021011 王明惠  四縣 2021074 黃羽彤 

四縣 2021012 鄧筠  四縣 2021081 程馨瑩 

四縣 2021013 謝如鳳  四縣 2021082 曾語喬 

四縣 2021014 戴冠雯  四縣 2021085 李月容 

四縣 2021016 徐至柔  四縣 2021086 張宇崴 

四縣 2021018 謝雨璇  四縣 2021088 張景雯 

四縣 2021020 李羽涵  四縣 2021090 張語彤 

四縣 2021024 羅瑞萍  四縣 2021096 張賢甫 

四縣 2021029 姜美玲  四縣 2021099 陳浩正 

四縣 2021033 古珈宇  四縣 2021101 彭賢能 

四縣 2021034 彭少廷  四縣 2021104 劉得明 

四縣 2021038 廖柏任  四縣 2021105 楊玟玲 

四縣 2021040 劉宸愷  四縣 2021106 劉巧倩 

四縣 2021041 羅碧雲  四縣 2021109 楊雁婷 

四縣 2021046 鄭春香  四縣 2021112 侯京吾 

四縣 2021048 戴瑞琴  四縣 2021126 鄧惠萍 

四縣 2021049 林美蘭  四縣 2021128 蔡沂娗 

四縣 2021051 林淑鶯  四縣 2021130 劉鴻康 

四縣 2021052 林慶龍  四縣 2021131 梁芙溶 

四縣 2021054 姜秀珠  四縣 2021132 劉彥岑 

四縣 2021060 李黃貴梅  四縣 2021135 范姜美瑩 

四縣 2021061 李恩慶  四縣 2021136 劉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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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21137 廖淳文  四縣 2021260 張育嘉 

四縣 2021163 宋桂榆  四縣 2021271 陳佩蓮 

四縣 2021164 李文凱  四縣 2021272 廖至煖 

四縣 2021169 梁郁琦  四縣 2021273 廖志杰 

四縣 2021171 鄒正豪  四縣 2021274 漆子瑄 

四縣 2021172 陳姵如  四縣 2021311 傅煒耀 

四縣 2021173 鄒明翰  四縣 2021326 陳琬茹 

四縣 2021175 游明珠  四縣 2021381 莊景蘭 

四縣 2021177 涂芸禎  四縣 2021388 鍾源康 

四縣 2021179 宋秀英  四縣 2021404 陳秋雅 

四縣 2021183 陳日招  四縣 2022003 劉信宏 

四縣 2021184 吳姮嫈  四縣 2022005 何憶雯 

四縣 2021185 魏秀玉  四縣 2022007 馮郁琇 

四縣 2021189 黃漢強  四縣 2022008 湯榮斌 

四縣 2021217 江山輝  四縣 2022015 黃文杰 

四縣 2021218 蔡居龍  四縣 2022018 徐同郁 

四縣 2021220 范斯寒  四縣 2022019 梁秀香 

四縣 2021224 黃莉芸  四縣 2022020 謝金龍 

四縣 2021227 鄧淑君  四縣 2022021 卓鳳妹 

四縣 2021228 王婉榆  四縣 2022022 謝豐達 

四縣 2021232 徐秀娥  四縣 2022023 何雪梅 

四縣 2021233 鍾松燕  四縣 2022024 呂玥娥 

四縣 2021238 梁嘉芸  四縣 2022025 曾鈺蕙 

四縣 2021239 張伊汝  四縣 2022027 張玉枝 

四縣 2021244 袁秀梅  四縣 2022028 陳玠妃 

四縣 2021259 張益瑄  四縣 2022030 黃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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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22031 羅阿雪  四縣 2022114 劉彩如 

四縣 2022034 簡金定  四縣 2022116 彭金燕 

四縣 2022035 李美勺  四縣 2022117 袁秀英 

四縣 2022038 葉鳳珠  四縣 2022120 徐千爗 

四縣 2022039 張玉芬  四縣 2022125 王芷涵 

四縣 2022040 李美玲  四縣 2022128 陳有妹 

四縣 2022042 林文秀  四縣 2022130 湯春英 

四縣 2022043 陳香妹  四縣 2022139 戴秋蓮 

四縣 2022044 陳文川  四縣 2022148 陳玉貞 

四縣 2022046 徐靜淩  四縣 2022149 徐守美 

四縣 2022047 鍾富宸  四縣 2022153 吳思諭 

四縣 2022049 徐秀華  四縣 2022154 林春園 

四縣 2022050 曹秀燕  四縣 2022155 曾玉惠 

四縣 2022056 何佳芸  四縣 2022157 陳建居 

四縣 2022058 劉淑真  四縣 2022158 陳素蓮 

四縣 2022071 林秀雲  四縣 2022159 盧莉娜 

四縣 2022085 魏秀琴  四縣 2022160 羅徐蕉妹 

四縣 2022089 李玳昀  四縣 2022161 胡順娥 

四縣 2022096 張可欣  四縣 2022162 黃陳美銀 

四縣 2022098 李采寧  四縣 2022165 賴萱孟 

四縣 2022101 游元春  四縣 2022166 陳菊英 

四縣 2022104 朱瑞曲  四縣 2022167 廖淑貞 

四縣 2022109 王秋惠  四縣 2022169 鍾佳良 

四縣 2022111 賴珮純  四縣 2022170 鍾宛君 

四縣 2022112 邱鳳蓮  四縣 2022173 莊淑芬 

四縣 2022113 鄭麗鴻  四縣 2022174 魏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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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22177 黃連勳  四縣 2023033 郭美玲 

四縣 2022178 吳珮文  四縣 2031010 陳羿璇 

四縣 2022180 黃春英  四縣 2031015 劉家瑜 

四縣 2022183 陳佩琳  四縣 2031021 金珮芸 

四縣 2022185 賴佳怡  四縣 2031034 胡承恩 

四縣 2022187 王派權  四縣 2031074 葉禹汎 

四縣 2022188 馮天胤  四縣 2031078 陳聖曄 

四縣 2022192 劉謹華  四縣 2031087 温依芸 

四縣 2022193 馮雅惠  四縣 2031088 戴楊熙 

四縣 2022196 曾巾晏  四縣 2031095 廖雪智 

四縣 2023001 陳藝升  四縣 2031115 林麗文 

四縣 2023003 葉松靇  四縣 2031121 顏苡安 

四縣 2023004 黃冠瑜  四縣 2031141 謝珮宜 

四縣 2023006 呂紹銘  四縣 2031144 許雅萱 

四縣 2023007 鍾宜姍  四縣 2031146 葉家涵 

四縣 2023008 陳育歆  四縣 2031151 黎鄉 

四縣 2023011 羅仕結  四縣 2031153 周約美 

四縣 2023015 鄧珍華  四縣 2031155 張丰姿 

四縣 2023017 高家妤  四縣 2031157 朱鵬鈞 

四縣 2023018 范嘉容  四縣 2032108 丘廣嶺 

四縣 2023019 范嘉晏  四縣 2032141 陳昆郁 

四縣 2023023 張雲美  四縣 2032142 龔德軒 

四縣 2023024 廖張貴  四縣 2032146 溫淑惠 

四縣 2023027 張惠榮  四縣 2032148 劉竹瑄 

四縣 2023031 李素卿  四縣 2033110 曾芊瑀 

四縣 2023032 蒲有任  四縣 2041002 莊彥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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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41003 徐菀汝  四縣 2041076 黃誠偉 

四縣 2041004 徐郁喬  四縣 2041088 陳彥甫 

四縣 2041005 徐楓琹  四縣 2041090 蔡汶錡 

四縣 2041006 徐鳳吟  四縣 2041095 賴威丞 

四縣 2041008 彭彥智  四縣 2041097 劉晏如 

四縣 2041009 林奕辰  四縣 2041101 巫凱雁 

四縣 2041013 林曉筠  四縣 2041103 劉芯妤 

四縣 2041014 胡斯棋  四縣 2041105 江佐夷 

四縣 2041015 羅沛琦  四縣 2041107 林楷喆 

四縣 2041016 傅苡綸  四縣 2041108 劉姵嫻 

四縣 2041022 葉良禹  四縣 2041113 楊郁婷 

四縣 2041026 黃驛婷  四縣 2041114 楊于萱 

四縣 2041027 巫宇軒  四縣 2041115 呂濬博 

四縣 2041028 邱毓森  四縣 2041117 林可安 

四縣 2041035 宋雪麗  四縣 2041121 周劭謙 

四縣 2041036 曾新士  四縣 2041124 謝佳明 

四縣 2041038 湯宸宇  四縣 2041129 詹前焌 

四縣 2041040 劉建鈞  四縣 2041131 詹濙瑄 

四縣 2041044 吳孟學  四縣 2041137 涂怡君 

四縣 2041047 謝宜妏  四縣 2041139 黃鈺晴 

四縣 2041049 張芸瑄  四縣 2041140 涂鳳秋 

四縣 2041055 羅金英  四縣 2041141 廖萱樺 

四縣 2041072 蔣衣堰  四縣 2041144 邱珮宇 

四縣 2041073 徐玉金  四縣 2041145 陳騏璿 

四縣 2041074 胡富進  四縣 2041148 張鎛雄 

四縣 2041075 陳沂昕  四縣 2041167 林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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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41181 劉俊昇  四縣 2041236 邱冠城 

四縣 2041184 劉沂宸  四縣 2041237 張宇峻 

四縣 2041185 邱宸暐  四縣 2041239 張峻銘 

四縣 2041186 黃聖鈺  四縣 2041243 吳聲潁 

四縣 2041188 鍾桂香  四縣 2041244 魏于晴 

四縣 2041189 謝兆文  四縣 2041247 彭彥維 

四縣 2041190 孫素娥  四縣 2041251 張芸熙 

四縣 2041191 張瀞文  四縣 2041254 黃郁晴 

四縣 2041192 徐戊英  四縣 2041256 賴玥竹 

四縣 2041195 謝佩儒  四縣 2041257 吳祺禎 

四縣 2041197 謝尚恩  四縣 2041258 謝沐芬 

四縣 2041199 陳詩璇  四縣 2041260 鄧祖瑠 

四縣 2041202 劉彥汶  四縣 2041264 方品涵 

四縣 2041204 魏佑宸  四縣 2041265 蔣周鼎 

四縣 2041205 劉奇昀  四縣 2041266 林琬晴 

四縣 2041207 徐嘉妤  四縣 2041267 郭玲玲 

四縣 2041213 吳宥萱  四縣 2041268 王朝發 

四縣 2041217 劉珮伶  四縣 2041269 陳玟鞠 

四縣 2041219 張翔恩  四縣 2041270 劉諺羲 

四縣 2041220 彭彥愷  四縣 2041271 連耘 

四縣 2041222 陳姿璇  四縣 2041272 彭達錡 

四縣 2041223 張庭甄  四縣 2041273 李鴻燕 

四縣 2041224 鍾靖卉  四縣 2041274 黃國龍 

四縣 2041229 林家銘  四縣 2041275 徐偲祐 

四縣 2041230 黃琳恩  四縣 2041276 周采盈 

四縣 2041233 范姜宓  四縣 2041277 江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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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41279 謝尚佑  四縣 2043037 徐詠宣 

四縣 2041280 劉秀琴  四縣 2043039 李本斌 

四縣 2041281 彭細英  四縣 2043045 黃柏鈞 

四縣 2041282 劉鳳美  四縣 2043046 黃晧寧 

四縣 2041283 張清源  四縣 2043051 黃姿棋 

四縣 2041284 彭逸玲  四縣 2043054 莊沛樺 

四縣 2041286 楊得謙  四縣 2043055 蕭筑 

四縣 2041287 賴加旂  四縣 2043056 蕭詠 

四縣 2043002 林泰宇  四縣 2043069 林煒承 

四縣 2043003 吳奇展  四縣 2043073 姜怡如 

四縣 2043004 沈翊鈞  四縣 2043074 房宥慈 

四縣 2043005 劉雨欣  四縣 2043075 鍾妮珊 

四縣 2043007 許皓然  四縣 2043077 劉芷翎 

四縣 2043010 薛兆均  四縣 2043078 劉燕翎 

四縣 2043012 陳俊臺  四縣 2043079 黃月銀 

四縣 2043013 林聖堃  四縣 2045001 涂萱婷 

四縣 2043015 李益辰  四縣 2045006 陳梓涵 

四縣 2043016 羅姝晴  四縣 2045009 許柏鈞 

四縣 2043017 劉向悅  四縣 2045010 胡娘妹 

四縣 2043019 許順迪  四縣 2045012 甘佩蓉 

四縣 2043020 魏宇言  四縣 2045013 郭孟雯 

四縣 2043023 徐丞又  四縣 2045016 黃煥棋 

四縣 2043025 譚友齊  四縣 2051001 劉坤詠 

四縣 2043026 邱莉晴  四縣 2051008 陳紘穎 

四縣 2043028 李羿萱  四縣 2051009 徐瑋得 

四縣 2043029 邱芷欣  四縣 2051012 邱彥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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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51014 王智恩  四縣 2051097 曾子怡 

四縣 2051015 蔡岳羲  四縣 2051099 潘俊武 

四縣 2051020 吳振維  四縣 2051103 歐天穎 

四縣 2051021 林惠美  四縣 2051104 王美棻 

四縣 2051026 陳伊宣  四縣 2051105 陳振豪 

四縣 2051040 杜庭瑀  四縣 2051110 楊凱甯 

四縣 2051045 李和秦  四縣 2051111 黎祐成 

四縣 2051046 張博崴  四縣 2051116 劉維任 

四縣 2051057 巫銳程  四縣 2051119 林庭如 

四縣 2051059 賴兆泓  四縣 2051120 李恬媺 

四縣 2051066 徐湘淇  四縣 2051121 王麗娟 

四縣 2051067 翁梓睿  四縣 2051131 范姜士昀 

四縣 2051068 賈昀澐  四縣 2051137 陳君如 

四縣 2051069 李芳純  四縣 2051138 鄧丁香 

四縣 2051071 林元君  四縣 2051145 陳俞臻 

四縣 2051075 徐楷均  四縣 2051146 張湘奇 

四縣 2051076 林宜諺  四縣 2051155 賴藝文 

四縣 2051077 劉子毓  四縣 2051156 徐榆涵 

四縣 2051079 施念均  四縣 2051162 李佳蓉 

四縣 2051082 邵美足  四縣 2051164 黃芊俐 

四縣 2051084 梁玲嘉  四縣 2051165 王姿容 

四縣 2051085 張淑瓊  四縣 2051169 謝豐昌 

四縣 2051086 蔡瑟珍  四縣 2051176 黃宜蓁 

四縣 2051087 林曉音  四縣 2051178 劉文琪 

四縣 2051089 徐筠瑄  四縣 2051181 陳臆仙 

四縣 2051090 蔡子建  四縣 2052006 邱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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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52007 鄧明煌  四縣 2061031 鍾禮如 

四縣 2052029 鄧泰城  四縣 2061036 張詩佳 

四縣 2052108 池威進  四縣 2061039 康芯瑜 

四縣 2052152 張亦舜  四縣 2061040 王喬羚 

四縣 2052190 譚士瑋  四縣 2061043 蘇桐陞 

四縣 2052191 賴佳毅  四縣 2061046 張哲睿 

四縣 2052194 陳郁忻  四縣 2061047 陳逸庭 

四縣 2052201 張芯瑜  四縣 2061052 王煜剴 

四縣 2052207 張曉菁  四縣 2061053 賴亭丰 

四縣 2052215 鍾侑蓁  四縣 2061054 朱念筠 

四縣 2052216 陳雅君  四縣 2061056 鄭麒玟 

四縣 2061001 那玉琪  四縣 2061059 鍾定濬 

四縣 2061002 李艷泉  四縣 2061060 陳佳茹 

四縣 2061003 張淑娟  四縣 2061064 劉敏珍 

四縣 2061005 彭余梅蘭  四縣 2061065 王紹全 

四縣 2061008 張美華  四縣 2061066 張宥瑄 

四縣 2061009 夏葉東妹  四縣 2061070 江芊慧 

四縣 2061010 曾瑋昇  四縣 2061073 鄭羽辰 

四縣 2061014 羅秀嬌  四縣 2061074 林晏綾 

四縣 2061015 羅秀華  四縣 2061075 林家妤 

四縣 2061016 林貴美  四縣 2061079 黃微琇 

四縣 2061017 許張麗花  四縣 2061083 羅振豪 

四縣 2061018 王鳳英  四縣 2061084 鍾楚紅 

四縣 2061025 劉淑芬  四縣 2061085 鍾丞凱 

四縣 2061026 盧萬永  四縣 2061090 蘇上原 

四縣 2061027 詹羅美妹  四縣 2061092 鍾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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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61093 簡偉祝  四縣 2061161 吳秉勳 

四縣 2061094 朱陳柏沛  四縣 2061163 宋婕 

四縣 2061095 黃詩淓  四縣 2061165 賴坤弘 

四縣 2061098 陳麗黛  四縣 2061174 鍾玉珍 

四縣 2061101 張聖彬  四縣 2061175 張詩婷 

四縣 2061102 黃昱嘉  四縣 2061179 陳丰英 

四縣 2061103 黃崇瑋  四縣 2061180 林承廷 

四縣 2061105 蔡玫吟  四縣 2061189 陳璽恩 

四縣 2061106 李偲安  四縣 2061192 楊程傑 

四縣 2061107 林采蓁  四縣 2061193 于妡 

四縣 2061109 林郁成  四縣 2061195 賴麗琴 

四縣 2061116 林紘瑋  四縣 2061196 曾盛昭 

四縣 2061117 林育歆  四縣 2061199 許芊寧 

四縣 2061119 楊淳羽  四縣 2061201 蘇祺宸 

四縣 2061120 楊子賢  四縣 2061202 蘇晴汝 

四縣 2061121 羅彩芳  四縣 2061204 李育欣 

四縣 2061122 楊晉權  四縣 2061208 朱智彬 

四縣 2061123 葉祐綸  四縣 2061211 侯曉娟 

四縣 2061127 葉祐愷  四縣 2061213 賴郁晴 

四縣 2061128 羅呂鳳嬌  四縣 2061214 梁婉媚 

四縣 2061131 劉秉濂  四縣 2061215 余岱蓉 

四縣 2061138 謝舒羽  四縣 2061220 陳姵彣 

四縣 2061152 李囿萱  四縣 2061221 許瓊慧 

四縣 2061156 王廷丰  四縣 2061224 鄭雅賀 

四縣 2061157 黃郁清  四縣 2061225 詹家璿 

四縣 2061160 蕭宇宏  四縣 2061226 張鉅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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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61227 林峻丞  四縣 2062029 陳立芹 

四縣 2061232 鍾永泰  四縣 2062031 劉騏銘 

四縣 2061233 林東成  四縣 2062032 宋承恩 

四縣 2061235 李柏蓉  四縣 2062034 洪慧宜 

四縣 2061242 蕭思涵  四縣 2062036 劉君惠 

四縣 2061245 謝旻珊  四縣 2062037 陳建君 

四縣 2061246 劉曉琳  四縣 2062038 巫柏成 

四縣 2061247 吳彥蓉  四縣 2062040 徐名弘 

四縣 2061248 楊雄富  四縣 2062041 劉騏源 

四縣 2061249 林清香  四縣 2062042 彭麗丹 

四縣 2061250 劉采瑜  四縣 2062043 李銘森 

四縣 2061253 詹沛羚  四縣 2062044 徐沛岑 

四縣 2061256 姜曼羚  四縣 2062045 陳彥皓 

四縣 2061260 李珮纚  四縣 2062046 張襄君 

四縣 2061263 黃王綺蘋  四縣 2062047 鍾紹揚 

四縣 2061264 葉宗鑫  四縣 2062048 余枷錚 

四縣 2062002 汪郁峰  四縣 2062049 陳勝鎧 

四縣 2062004 范妍訢  四縣 2062050 張新強 

四縣 2062006 楊繹恩  四縣 2062051 古欣以 

四縣 2062008 曾宜婷  四縣 2062052 吳妤芯 

四縣 2062010 鍾議豪  四縣 2062053 溫素妍 

四縣 2062011 馮厚庭  四縣 2062054 宋沅罄 

四縣 2062014 姜智仁  四縣 2062055 鍾岑昕 

四縣 2062021 林佳慧  四縣 2062056 宋銘朗 

四縣 2062023 邱子柔  四縣 2062057 羅天佑 

四縣 2062024 蕭暄容  四縣 2062060 黃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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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62062 李仲恩  四縣 2062106 劉彥亭 

四縣 2062063 宋欣柔  四縣 2062108 劉恩彤 

四縣 2062066 張硯婷  四縣 2062109 古婕妘 

四縣 2062071 吳鈞安  四縣 2062110 古靜柔 

四縣 2062072 溫子霈  四縣 2062111 張芮綺 

四縣 2062073 吳婕妤  四縣 2062112 賴千云 

四縣 2062074 楊雅茜  四縣 2062113 賴千予 

四縣 2062076 林玉城  四縣 2062114 葉子綺 

四縣 2062077 周松霖  四縣 2062115 鍾毓娗 

四縣 2062078 蔡曉雲  四縣 2062122 張喜樂 

四縣 2062081 葉艾麗  四縣 2062127 陳欣宜 

四縣 2062082 巫靜美  四縣 2062128 吳宗祐 

四縣 2062083 廖瑞玲  四縣 2062130 楊鋐鉦 

四縣 2062084 涂源麟  四縣 2062134 李政哲 

四縣 2062085 溫麗美  四縣 2062136 邱少晟 

四縣 2062086 林秀霞  四縣 2062138 江淑婷 

四縣 2062089 邱幼安  四縣 2062139 陳采茹 

四縣 2062090 黃宇涵  四縣 2062140 劉恩僑 

四縣 2062091 曾詠峰  四縣 2062144 古子明 

四縣 2062097 曾紫庭  四縣 2062152 朱芸鈴 

四縣 2062098 林宸妍  四縣 2062155 劉靖蓉 

四縣 2062099 林建華  四縣 2062156 張清堂 

四縣 2062100 林詩璇  四縣 2062159 陳巧瑩 

四縣 2062101 曾秋子  四縣 2062170 張峻瑋 

四縣 2062102 林吳晉銓  四縣 2071001 陳亭歡 

四縣 2062103 吳生韋  四縣 2071018 李秋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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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71019 李秀華  四縣 2071076 劉佳薰 

四縣 2071024 曾芷芸  四縣 2071077 劉苡愛 

四縣 2071029 徐湘宇  四縣 2071078 鄭思語 

四縣 2071030 徐逸伶  四縣 2071081 潘宥安 

四縣 2071031 廖昭武  四縣 2071083 鍾愷瑄 

四縣 2071035 陳采宜  四縣 2071084 洪育杰 

四縣 2071036 楊秉錡  四縣 2071085 沈珮芠 

四縣 2071040 劉旻侑  四縣 2071086 曾慈燕 

四縣 2071041 劉欣妮  四縣 2071090 劉家年 

四縣 2071042 邱紹恩  四縣 2071095 利禹叡 

四縣 2071045 鍾佩文  四縣 2071096 曾湘淇 

四縣 2071046 徐可杰  四縣 2071109 謝宜蓁 

四縣 2071047 陳靖勳  四縣 2071110 徐旻詰 

四縣 2071048 張庭瑄  四縣 2071111 吳政穎 

四縣 2071049 陳昱蓁  四縣 2071112 謝宜靜 

四縣 2071055 吳紋瑾  四縣 2071113 方羿鈞 

四縣 2071056 陳碩翰  四縣 2071114 李彥樺 

四縣 2071059 黃鈺芩  四縣 2071116 曾怡華 

四縣 2071060 陳姜云  四縣 2071118 劉俞均 

四縣 2071061 潘承綾  四縣 2071119 謝昕祐 

四縣 2071062 黃冠禎  四縣 2071120 劉姿毊 

四縣 2071064 李庭碩  四縣 2071121 莊佩婕 

四縣 2071065 蕭子涵  四縣 2071122 鍾仁修 

四縣 2071069 林佳欣  四縣 2071127 邱繼元 

四縣 2071071 古家瑜  四縣 2071128 李睿恩 

四縣 2071075 劉亮妍  四縣 2071129 鍾松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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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71133 王鈺凱  四縣 2071206 仲可丞 

四縣 2071134 張湘沂  四縣 2071208 曾子昀 

四縣 2071135 李靚芸  四縣 2071209 徐于晴 

四縣 2071138 曾韋菱  四縣 2071211 何昌華 

四縣 2071139 劉宇芹  四縣 2072001 黃東琦 

四縣 2071141 邱柏諶  四縣 2072002 賴莉文 

四縣 2071142 徐佑寧  四縣 2072003 賴呈芳 

四縣 2071143 張婉暄  四縣 2072004 林學群 

四縣 2071144 陳春燕  四縣 2072005 李家鋐 

四縣 2071145 張俽瑀  四縣 2072007 鍾瑞琪 

四縣 2071148 張佑瑄  四縣 2072008 鍾瑞隆 

四縣 2071149 鍾嵐妃  四縣 2072009 陳柔安 

四縣 2071150 涂文正  四縣 2072011 黃東勒 

四縣 2071151 陳和貴  四縣 2072012 邱沛婕 

四縣 2071153 鍾惠如  四縣 2072013 黃琮智 

四縣 2071154 李宗翰  四縣 2072014 黃義靜 

四縣 2071156 楊玟雅  四縣 2072015 黃雅嫻 

四縣 2071161 曾騰億  四縣 2072020 李庭妤 

四縣 2071166 馮以樂  四縣 2072021 游慶偉 

四縣 2071177 李慧盈  四縣 2072024 黃宥瑄 

四縣 2071185 劉宣妤  四縣 2072025 黃捃瑀 

四縣 2071186 王旗娣  四縣 2072026 吳芊叡 

四縣 2071188 劉千逸  四縣 2072028 曾唯宸 

四縣 2071193 黃睿萱  四縣 2072031 賴柏仁 

四縣 2071195 謝昀道  四縣 2072032 張孟琦 

四縣 2071204 羅鳳珍  四縣 2072033 劉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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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72035 鍾秉翊  四縣 2072069 鍾嘉樂 

四縣 2072037 黃亮瑜  四縣 2072070 賴芷儒 

四縣 2072039 曾韋瑄  四縣 2072071 鍾懷萱 

四縣 2072040 陳辰瑋  四縣 2072073 劉哲儀 

四縣 2072041 陳勁  四縣 2072074 鍾妮峮 

四縣 2072042 賴昱宸  四縣 2072075 鍾心云 

四縣 2072043 鍾雅清  四縣 2072076 陳品瑜 

四縣 2072044 曾筠雅  四縣 2072080 曾欣芳 

四縣 2072045 涂嘉云  四縣 2072084 曾鈿家 

四縣 2072046 鍾博丞  四縣 2072085 曾浩晟 

四縣 2072047 廖禹絜  四縣 2072086 涂瑋辰 

四縣 2072050 沈祐陞  四縣 2072087 林于皓 

四縣 2072052 黃子芹  四縣 2072088 顏玉信 

四縣 2072053 李祺文  四縣 2072089 薛筠蓁 

四縣 2072054 李祺聖  四縣 2072090 黃俊文 

四縣 2072055 郭昕紜  四縣 2072091 曾郁容 

四縣 2072058 涂梅芳  四縣 2072092 陳千祐 

四縣 2072059 吳昌運  四縣 2072093 潘傳熙 

四縣 2072060 黃鈺雯  四縣 2072097 謝喬雅 

四縣 2072061 林政頡  四縣 2072098 林芮瑜 

四縣 2072062 鍾旻倩  四縣 2072100 張芳綺 

四縣 2072063 劉子瑋  四縣 2072102 林俊文 

四縣 2072064 唐子鈞  四縣 2072104 葉芸妡 

四縣 2072065 鍾仕御  四縣 2072105 林子睿 

四縣 2072067 賀元鴻  四縣 2072107 何蕾鑌 

四縣 2072068 湯翔丞  四縣 2072108 林珍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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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72109 吳美慧  四縣 2073049 盧秋貞 

四縣 2072110 唐睿瑜  四縣 2073054 李佩湘 

四縣 2072111 林芮辰  四縣 2073055 宋允心 

四縣 2072115 張博程  四縣 2073056 徐嫣 

四縣 2072117 陳泰宇  四縣 2073067 謝喬安 

四縣 2072119 劉宜芬  四縣 2073069 鄺蜜莉 

四縣 2072120 徐佳慧  四縣 2074003 王思婷 

四縣 2072121 謝俊楷  四縣 2074006 鍾采妤 

四縣 2072122 宋采穎  四縣 2074009 賴姵蓉 

四縣 2073005 方亭喬  四縣 2074011 張銘宏 

四縣 2073006 方晨熹  四縣 2074013 鄭湘潔 

四縣 2073009 鄔奕丞  四縣 2074014 葉驊瑩 

四縣 2073010 鄔秀霞  四縣 2074019 潘旻柔 

四縣 2073012 黃智瑜  四縣 2074025 陳明雲 

四縣 2073013 謝素娥  四縣 2074026 陳冠伶 

四縣 2073019 賴芃聿  四縣 2074029 曹凱晴 

四縣 2073023 陳羽柔  四縣 2074032 曾右廷 

四縣 2073025 梁育琦  四縣 2074040 李志宏 

四縣 2073026 廖芯妤  四縣 2081020 莊弘焄 

四縣 2073027 鍾懿欣  四縣 2081023 張禹寧 

四縣 2073034 葉育蓉  四縣 2081030 魏妤婕 

四縣 2073039 鍾欣妤  四縣 2081034 楊恩典 

四縣 2073040 邱清儀  四縣 2081038 許雅芳 

四縣 2073043 鄭惠分  四縣 2081039 黃翊真 

四縣 2073046 張美智  四縣 2081040 蔣佳玲 

四縣 2073047 羅金興  四縣 2081043 張桂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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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081044 許舒晴  四縣 2111020 劉筱慈 

四縣 2081047 顏似庭  四縣 2111023 蔡姵汝 

四縣 2081048 潘承育  四縣 2111031 史依蓁 

四縣 2081049 曾建勳  四縣 2111038 陳孟凱 

四縣 2081052 古怡真  四縣 2111041 郭又甄 

四縣 2091027 林秀雲  四縣 2111052 邱奕勝 

四縣 2091031 林郁雯  四縣 2111053 吳宜庭 

四縣 2091037 古宸安  四縣 2111055 邱惠琪 

四縣 2091044 邱菊停  四縣 2111056 林芳儀 

四縣 2091047 謝芮靜  四縣 2111058 傅育婷 

四縣 2091049 曾子薰  四縣 2111059 蔡佩榕 

四縣 2091050 邱俐禎  四縣 2121006 黃國安 

四縣 2091052 林一曦  四縣 2121008 黃詩穎 

四縣 2091056 許芸萱  四縣 2121021 鍾瑋潾 

四縣 2091058 張世杰  四縣 2121034 詹安立 

四縣 2091060 劉水蓮  四縣 2121035 李擁珵 

四縣 2091062 張子宣  四縣 2121036 沈詠葳 

四縣 2091074 歐陽承宗  四縣 2121037 李國楨 

四縣 2101068 方黛儒  四縣 2121038 吳明翰 

四縣 2101069 賴 啟 昌  四縣 2121044 袁婉庭 

四縣 2101070 羅雯萍  四縣 2121045 徐筠淳 

四縣 2101075 邱美華  四縣 2121047 胡兆廷 

四縣 2101077 黃細桃  四縣 2121048 張鈺昀 

四縣 2101079 湯雅萍  四縣 2121050 黃昱婷 

四縣 2101081 廖錺足  四縣 2121051 宋品潔 

四縣 2111005 陳禾芸  四縣 2121053 宋榮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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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121055 吳芷瑈  四縣 2141008 游嘉珊 

四縣 2121078 曾雯琦  四縣 2141009 李佩親 

四縣 2121084 黃郁雅  四縣 2141011 李芳芸 

四縣 2121090 黃賜恩  四縣 2141013 彭紹豫 

四縣 2121100 曾文勇  四縣 2141015 吳文婷 

四縣 2121101 李昕芸  四縣 2141022 陳名暄 

四縣 2121109 王憶婷  四縣 2141023 温季薰 

四縣 2121114 曾柏煖  四縣 2141024 徐湘蘋 

四縣 2121115 曾柏潁  四縣 2141025 黃柏源 

四縣 2121123 何庭萭  四縣 2141026 黃云姿 

四縣 2121124 李佳晏  四縣 2141027 黃安喬 

四縣 2121127 陳湘穎  四縣 2141029 劉羿廷 

四縣 2121128 陳詩婷  四縣 2141030 鄧毓潔 

四縣 2121133 李有佳  四縣 2141036 劉柏廷 

四縣 2121134 蔡羽婕  四縣 2141045 李家蕙 

四縣 2121135 孫海翔  四縣 2141049 高瑜婕 

四縣 2121139 吳宜芯  四縣 2141055 張仕良 

四縣 2121150 鍾采瑀  四縣 2141067 劉珈貝 

四縣 2121158 虞澤  四縣 2141068 林錦祥 

四縣 2121159 姜靜澄  四縣 2141075 彭惠珠 

四縣 2121162 王寀臻  四縣 2141076 范美蓮 

四縣 2131009 藍才豐  四縣 2141079 徐聖瑜 

四縣 2141001 林子莛  四縣 2141084 謝素瑛 

四縣 2141005 劉智翔  四縣 2141085 徐瑜虹 

四縣 2141006 林倩瑛  四縣 2141086 邱美 

四縣 2141007 葉佳昕  四縣 2141087 鍾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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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141089 何奕德  四縣 2151001 賴易昌 

四縣 2141090 李文寧  四縣 2151004 陳昱全 

四縣 2141094 游美珍  四縣 2151005 戴玉霞 

四縣 2141098 陳子揚  四縣 2151006 張維真 

四縣 2141102 黃淑芳  四縣 2151007 梁瑜芳 

四縣 2141104 張毓華  四縣 2151009 曾坤煇 

四縣 2141106 傅珮婷  四縣 2151011 郭芳琴 

四縣 2141108 戴辰恩  四縣 2151012 陳菱霙 

四縣 2141109 陳永奇  四縣 2151013 邱品毓 

四縣 2141115 彭意茹  四縣 2152003 羅文廷 

四縣 2141116 呂妍儀  四縣 2152004 賴宇全 

四縣 2141117 謝佳恩  四縣 2152005 林家安 

四縣 2141118 曾家恩  四縣 2152006 陳宥君 

四縣 2142017 歐宥駒  四縣 2152007 黃宥翔 

四縣 2142029 黃世騰  四縣 2152009 廖怡茹 

四縣 2142030 胡柏芬  四縣 2152010 黃聿閎 

四縣 2142031 黃苹如  四縣 2152011 黃書緹 

四縣 2142034 古妮鑫  四縣 2152016 范甄宴 

四縣 2142035 劉馨元  四縣 2152017 邱佳欣 

四縣 2142036 林聚鴻  四縣 2152018 黃義亘 

四縣 2142038 邱心俞  四縣 2152021 范佩珊 

四縣 2142040 曾婉媃  四縣 2152025 鄧莉絹 

四縣 2142042 莊雅筑  四縣 2152026 范瑛燕 

四縣 2142046 邱彥皓  四縣 2152027 黃靜如 

四縣 2142047 徐婉倩  四縣 2152028 羅惠貞 

四縣 2142050 張軒瑋  四縣 2152030 温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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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四縣) 

腔調 證號 姓名 

四縣 2152034 彭成豐 

四縣 2152040 羅品樺 

四縣 2152064 羅向宇 

四縣 2152066 邱湘鈞 

四縣 2152079 陳鈺珊 

四縣 2152093 陳育弘 

四縣 2152094 林梓群 

四縣 2152095 徐葦羚 

四縣 2152098 江憲祐 

四縣 2152099 戴文達 

四縣 2152100 偕哲銘 

四縣 2152101 鄧芳青 

四縣 2152104 賴昱蓁 

四縣 2152105 許可薰 

四縣 2152127 黃美菊 

四縣 2152128 林慧芳 

四縣 2152131 彭如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