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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大埔)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大埔 1011072 余盈蓁  大埔 1052020 徐承瑋 

大埔 1012162 黃㶈瑱  大埔 1052021 張恩綺 

大埔 1012184 王柏蓉  大埔 1052022 林宇晟 

大埔 1032147 吳雨瞳  大埔 1052023 盧彥丞 

大埔 1051043 張茹昀  大埔 1052024 劉芸 

大埔 1051045 邱純芳  大埔 1052025 詹翔尹 

大埔 1051067 江承宇  大埔 1052028 杜昱叡 

大埔 1051077 徐宛鈴  大埔 1052029 陳芳潁 

大埔 1051082 賴莉如  大埔 1052032 蘇彥鈞 

大埔 1051083 張榮容  大埔 1052033 謝智勛 

大埔 1051086 連浚良  大埔 1052035 劉采妍 

大埔 1051087 陳嘉珮  大埔 1052036 陳玄浩 

大埔 1051088 余秋火  大埔 1052037 張碩恩 

大埔 1051091 徐淑麗  大埔 1052038 劉玲莉 

大埔 1051149 邱美真  大埔 1052039 羅文祺 

大埔 1051150 吳德惠  大埔 1052040 賴沛瑜 

大埔 1051156 羅慶州  大埔 1052047 吳佩臻 

大埔 1052001 陳宜君  大埔 1052050 劉建富 

大埔 1052002 張惠嵐  大埔 1052051 林妤沛 

大埔 1052003 王之柔  大埔 1052054 高黃子栩 

大埔 1052004 徐意晴  大埔 1052058 詹書亞 

大埔 1052008 羅房郁  大埔 1052059 詹昕恬 

大埔 1052009 羅房一  大埔 1052060 朱姮音 

大埔 1052016 邱宥心  大埔 1052061 陳姈欣 

大埔 1052017 巫名浩  大埔 1052062 劉圓 

大埔 1052018 張翰昕  大埔 1052063 張玉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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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大埔)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大埔 1052064 鍾竺君  大埔 1052100 陳麗美 

大埔 1052067 黃鈞琦  大埔 1052101 劉坤增 

大埔 1052068 楊明振  大埔 1052102 林玉霞 

大埔 1052069 廖卉蓁  大埔 1052103 胡景森 

大埔 1052070 黃寶芊  大埔 1052104 曾銀花 

大埔 1052072 詹億祥  大埔 1052105 劉嫈絹 

大埔 1052073 林麗蓉  大埔 1052106 劉羅秋圓 

大埔 1052074 鄭為澤  大埔 1052107 劉秀財 

大埔 1052079 謝嘉芳  大埔 1052108 郭秀梅 

大埔 1052080 詹聖翊  大埔 1052109 莊素鳳 

大埔 1052081 謝佳容  大埔 1052110 魏坤文 

大埔 1052082 黃雅惠  大埔 1052111 劉慧足 

大埔 1052083 劉玉純  大埔 1052112 黃美珍 

大埔 1052085 林容端  大埔 1052113 詹美卿 

大埔 1052087 羅右枝  大埔 1052114 林隆瑞 

大埔 1052088 劉嘉和  大埔 1052115 劉曼韶 

大埔 1052089 劉陳李  大埔 1052116 羅婉慈 

大埔 1052090 劉詹菊  大埔 1052118 鄧玉鈴 

大埔 1052091 黃國倫  大埔 1052119 黃鎮炘 

大埔 1052093 劉瑞旭  大埔 1052120 柳碧芬 

大埔 1052094 何鄭錦英  大埔 1052121 張昀筠 

大埔 1052095 嵇煥麗  大埔 1052123 潘千惠 

大埔 1052096 何文政  大埔 1052127 劉哲睿 

大埔 1052097 劉祥杰  大埔 1052128 吳旭斌 

大埔 1052098 張文鈴  大埔 1052131 鍾瑩馨 

大埔 1052099 劉宏炎  大埔 1052134 邱祉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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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大埔)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大埔 1052135 鄭靖儒  大埔 1052187 劉嘉癸 

大埔 1052138 張紋綾  大埔 1052188 周治宇 

大埔 1052139 徐子予  大埔 1052189 許其益 

大埔 1052143 徐崇賀  大埔 1052190 徐山本 

大埔 1052147 黃芝惠  大埔 1052191 邱金辛 

大埔 1052148 石惠珠  大埔 1052194 張麗雪 

大埔 1052149 詹美琴  大埔 1052195 賴昀慈 

大埔 1052150 魏如芸  大埔 1052196 劉孟嫥 

大埔 1052152 劉芝榕  大埔 1052197 陳麗金 

大埔 1052153 余畹婕  大埔 1052198 詹素媛 

大埔 1052154 鄭珮蓉  大埔 1052199 陳如娟 

大埔 1052155 邱靖芯  大埔 1052200 劉士菊 

大埔 1052157 賴泯旭  大埔 1052203 蔡朝安 

大埔 1052159 劉俞旻  大埔 1052207 徐子淯 

大埔 1052160 房子玲  大埔 1052208 邱曉敏 

大埔 1052161 吳誌憲  大埔 1052209 劉宗翰 

大埔 1052165 詹智傑  大埔 1052213 劉憶慧 

大埔 1052170 陳富滿  大埔 1052215 廖敏君 

大埔 1052172 彭伊萱  大埔 1052216 陳思鈞 

大埔 1052177 謝張瑞僑  大埔 1061206 梁玉梅 

大埔 1052179 陳渝雯  大埔 1081010 陳俊凱 

大埔 1052180 陳淑娟  大埔 1121061 蔡忻伶 

大埔 1052182 張淑鈞  大埔 2011048 張惠玲 

大埔 1052184 翁培真  大埔 2011193 陳世泳 

大埔 1052185 張亞睿  大埔 2011324 張惠真 

大埔 1052186 邱乙涵  大埔 2012001 張姬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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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大埔)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大埔 2012002 張毓琳  大埔 2052010 張春菊 

大埔 2012178 張伊嫺  大埔 2052011 廖玉琴 

大埔 2021270 張秀英  大埔 2052012 鄭英齊 

大埔 2031048 呂學盛  大埔 2052013 莊美惠 

大埔 2033126 黃靜修  大埔 2052014 邱靜如 

大埔 2051038 曾友成  大埔 2052015 張秀珍 

大埔 2051094 詹永星  大埔 2052018 鄭春英 

大埔 2051112 徐維莉  大埔 2052019 劉滿足 

大埔 2051113 林建志  大埔 2052021 劉二娘 

大埔 2051114 林曉專  大埔 2052022 張瑞霞 

大埔 2051115 吳秋芳  大埔 2052023 林美枝 

大埔 2051122 劉秋鳳  大埔 2052024 劉嘉源 

大埔 2051128 劉才睿  大埔 2052025 黃振鳳 

大埔 2051133 劉宓孜  大埔 2052026 劉秀菊 

大埔 2051139 曾翠萍  大埔 2052027 吳尚穆 

大埔 2051140 曾惠娸  大埔 2052030 傅秀珍 

大埔 2051141 陳文晧  大埔 2052031 何美卿 

大埔 2051158 林裕璋  大埔 2052032 劉秀玉 

大埔 2051168 周碧秀  大埔 2052033 賴昭蓉 

大埔 2051172 邱雅靖  大埔 2052034 林秀珠 

大埔 2051174 林冠豪  大埔 2052036 巫素娟 

大埔 2052002 劉祥慶  大埔 2052037 俞秀英 

大埔 2052003 徐巫秀女  大埔 2052038 劉秋音 

大埔 2052004 廖慶松  大埔 2052039 邱美葉 

大埔 2052008 張月蓉  大埔 2052040 張詠琪 

大埔 2052009 林淑女  大埔 2052041 張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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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大埔) 

腔調 證號 姓名 
 

腔調 證號 姓名 
 

大埔 2052048 劉佑城  大埔 2052093 葉禹彤 

大埔 2052049 劉姵辰  大埔 2052094 林治賢 

大埔 2052050 劉蕙寧  大埔 2052095 管苡彤 

大埔 2052053 劉建宏  大埔 2052107 張運財 

大埔 2052054 李宜璟  大埔 2052109 龍美珍 

大埔 2052055 何妍伶  大埔 2052110 陳麗安 

大埔 2052056 黃方宥  大埔 2052112 林月英 

大埔 2052058 吳沛穎  大埔 2052113 李炫熙 

大埔 2052059 曾婉玲  大埔 2052114 鄧嵐雁 

大埔 2052061 陳美娥  大埔 2052115 黃盈蕙 

大埔 2052062 詹明叡  大埔 2052116 張宸嘉 

大埔 2052063 黃琇玲  大埔 2052125 徐筱媛 

大埔 2052072 謝玉盒  大埔 2052126 李伃雯 

大埔 2052073 劉秀桃  大埔 2052130 蔡孟杰 

大埔 2052074 劉娟秀  大埔 2052136 陳美君 

大埔 2052075 李淑惠  大埔 2052137 劉學叡 

大埔 2052077 吳富美  大埔 2052138 呂曉妍 

大埔 2052078 徐鈺晶  大埔 2052141 戴姍姍 

大埔 2052080 郭家慈  大埔 2052143 葉玉慧 

大埔 2052082 吳詩葳  大埔 2052144 曾郁煊 

大埔 2052083 羅濟偉  大埔 2052149 李佳琪 

大埔 2052084 李佳蓁  大埔 2052151 余信玟 

大埔 2052085 廖牧桓  大埔 2052154 陳錦柔 

大埔 2052086 黃明茜  大埔 2052156 賴敏雅 

大埔 2052089 劉旻柔  大埔 2052157 李雨柔 

大埔 2052090 陳俞安  大埔 2052159 劉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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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名單(大埔) 

腔調 證號 姓名 

大埔 2052160 蔣慧馨 

大埔 2052161 鍾羽宣 

大埔 2052166 張庭甄 

大埔 2052171 曾晏洲 

大埔 2052172 羅右禎 

大埔 2052178 李芳綺 

大埔 2052186 劉軒豪 

大埔 2052192 徐育智 

大埔 2052205 劉秋智 

大埔 2052206 葉鎮嘉 

大埔 2052211 郭淑婷 

大埔 2052213 陳日榮 

大埔 2052218 詹美鳳 

大埔 2052221 盧美珍 

大埔 2052225 謝文正 

大埔 2052226 侯冬木 

大埔 2052227 詹淑如 

大埔 2081041 廖祐偉 

大埔 2091041 張淑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