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新進工員甄試錄取分發單位及地點

甄試類別 序號 員工編號 姓名 分發單位 工作地點

1 65033 張○喆 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雲林縣

2 64990 廖○翔 中彰區處 彰化縣

3 64991 林○全 中彰區處 彰化縣

4 65030 柯○均 砂糖事業部 臺南市

5 65040 郭○彬 砂糖事業部善化糖廠 臺南市

6 65046 黃○穎 畜殖事業部 臺南市

外勤銷售1 7 65061 陳○豪 商品行銷事業部 臺北市

8 65062 陳○廷 商品行銷事業部 新竹市

9 65063 林○璇 商品行銷事業部 新竹市

10 65067 李○綸 雲嘉區處 嘉義縣

11 64992 李○臻 中彰區處 臺中市

12 64993 高○真 中彰區處 彰化縣

13 65068 陳○潔 雲嘉區處 嘉義縣

14 64994 趙○瑋 中彰區處 臺中市

15 65069 莊○惠 雲嘉區處 嘉義縣

16 64995 陳○任 中彰區處 臺中市

17 64996 陳○玲 台南區處 臺南市

18 64976 彭○庭 屏東區處 屏東縣

19 65058 李○耕 高雄區處 高雄市

20 64997 梁○晴 台南區處 臺南市

21 65027 郭○妮 屏東區處 屏東縣

22 65028 林○恩 屏東區處 屏東縣

23 65029 黃○純 屏東區處 屏東縣

24 65018 蔡○翔 花東區處 花蓮縣

25 65019 吳○航 花東區處 臺東縣

26 65020 侯○芳 花東區處 臺東縣

27 65021 鄭○容 花東區處 花蓮縣

28 65034 施○慈 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彰化縣

29 65064 張簡○宸 商品行銷事業部 臺中市

30 65070 張○慈 雲嘉區處 嘉義縣

31 65035 温○寬 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雲林縣

32 65041 郭○瑜 砂糖事業部善化糖廠 嘉義縣

33 65071 劉○玲 雲嘉區處 嘉義縣

34 65036 李○怡 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雲林縣

35 65004 顏○宇 油品事業部 雲林縣

36 65047 邱○一 畜殖事業部 屏東縣

37 65048 黃○和 畜殖事業部 臺中市

38 65049 蔡○佑 畜殖事業部 臺中市

39 65050 曾○硯 畜殖事業部 嘉義縣

40 65051 許○娸 畜殖事業部 嘉義縣

41 65052 黃○瑋 畜殖事業部 嘉義縣

42 65053 蘇○傑 畜殖事業部 屏東縣

43 65054 林○喬 畜殖事業部 屏東縣

44 65055 孫○如 畜殖事業部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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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65065 李○璉 商品行銷事業部 高雄市

46 65002 林○文 休閒遊憩事業部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臺南市

47 65066 王○凱 商品行銷事業部 臺南市

產學合作-循環經濟 48 65059 黃○軒 高雄區處 高雄市

49 65022 劉○宏 花東區處 花蓮縣

50 65023 劉○利 花東區處 花蓮縣

51 65024 孫○瑋 花東區處 臺東縣

產學合作-園藝 52 64998 林○名 台南區處 臺南市

53 64999 吳○遠 台南區處 臺南市

54 65042 王○棋 砂糖事業部善化糖廠 嘉義縣

55 65037 鍾○宏 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雲林縣

56 65025 施○霖 花東區處 臺東縣

57 65026 王○ 花東區處 臺東縣

58 65003 陳○升 休閒遊憩事業部池上牧野渡假村 臺東縣

59 65043 張○輝 砂糖事業部善化糖廠 嘉義縣

60 65044 林○賢 砂糖事業部善化糖廠 嘉義縣

61 65045 陳○升 砂糖事業部善化糖廠 嘉義縣

62 65000 謝○穎 台南區處 臺南市

63 65060 蔡○澤 高雄區處 高雄市

64 65057 賴○叡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

65 65001 陳○碩 台南區處 臺南市

66 65056 林○宏 畜殖事業部 臺南市

67 65031 邱○銓 砂糖事業部小港廠 高雄市

68 64983 彭○祺 砂糖事業部小港廠 高雄市

69 64769 林○杉 砂糖事業部小港廠 高雄市

70 64914 陳○岳 砂糖事業部小港廠 高雄市

71 65032 陳○成 砂糖事業部小港廠 高雄市

72 65038 林○億 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雲林縣

73 65039 盧○翔 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雲林縣

74 65005 李○儒 油品事業部 臺中市

75 65006 謝○齡 油品事業部 彰化縣

76 65007 陳○宇 油品事業部 臺中市

77 65008 楊○榛 油品事業部 彰化縣

78 65009 尤○婷 油品事業部 高雄市

79 65010 林○郁 油品事業部 屏東縣

80 65011 鄭○心 油品事業部 高雄市

81 65012 蔡○群 油品事業部 臺南市

82 65013 張○杰 油品事業部 高雄市

83 65014 曾○妍 油品事業部 高雄市

84 65015 姜○容 油品事業部 高雄市

85 65016 翁○霞 油品事業部 高雄市

86 65017 王○美 油品事業部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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