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關種類 職域代號 機關名稱 地址 區部 單位 單位代號 單位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手機（彙整）

政府機關 GEA00001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松山區八德路3段25號7樓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謝佳蓉 0922678082

政府機關 GEA00002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松山區八德路4段692號9樓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呂哲民 0915325200

政府機關 GEA00003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松山區八德路4段692號4樓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陳曉芃 0922999785

政府機關 GEA00004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松山區八德路4段692號2樓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葉緯均 0916118012

政府機關 GEA00005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松山區八德路3段25號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張鉯婷 0988387341

政府機關 GEA0000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 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40號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尤宏文 0935590423

政府機關 GEA00008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 松山區延壽街339號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陳曉梅 0930850396

政府機關 GEA00009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文山區萬美街2段21巷20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高光陽 0932301572

政府機關 GEA0001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 文山區景中街2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李姿葶 0933919161

政府機關 GEA00011 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文山區萬隆街47之12號2至4樓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黃佳惠 0937575406

政府機關 GEA00012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信義區松德路300號4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陳君毅 0963053192

政府機關 GEA00013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信義區松德路300號7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王皓欣 0932843877

政府機關 GEA00014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2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林惠淨 0911719250

政府機關 GEA00015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6、7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賴玉華 0918295775

政府機關 GEA00016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2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王淑玲 0922262768

政府機關 GEA00017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王淑玲 0922262768

政府機關 GEA00018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陳君毅 0963053192

政府機關 GEA00019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信義區松仁路1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朱英誌 0912519570

政府機關 GEA0002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信義區信義路5段180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陳錦如 0928200171

政府機關 GEA0002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信義區信義路5段17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陳錦如 0928200171

政府機關 GEA0002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信義區信義路5段180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陳錦如 0928200171

政府機關 GEA00023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信義區松德路300號5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杜瑾瑤 0935920436

政府機關 GEA00024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信義區吳興街600巷109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林清美 0921953909

政府機關 GEA0002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2號3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古綉香 0938380790

政府機關 GEA00026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巷11號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K1 張若萍 0911615898

政府機關 GEA00028 臺北市立圖書館 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K1 朱玉珊 0920189377

政府機關 GEA0002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大安區仁愛路3段2號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K1 張以沁 0921991828

政府機關 GEA00030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大安區辛亥路3段330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田 YK1 孫意雯 0931751224

政府機關 GEA00031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大安區辛亥路3段15號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K1 謝靜如 0916790808

政府機關 GEA0003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大安區長興街13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田 Y21 簡翠玟 0927099120

政府機關 GEA00033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86號8/9樓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K1 林侑親 0932962733

政府機關 GEA00034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86號1樓 專招北一區 專立祥 YK1 李韋頻 0988280623

政府機關 GEA00035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黃美惠 0932135753

政府機關 GEA0003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中正區公園路15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何麗華 0937865265

政府機關 GEA00037 臺北市立國樂團 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3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王昭紋 0987950315

政府機關 GEA00038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中正區北平東路1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廖敏甯 0988192006

政府機關 GEA00039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中正區北平東路7之2號後棟3樓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姚采穎 0986702259

政府機關 GEA00040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中正區延平南路98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黃美惠 0932135753

政府機關 GEA0004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黃美惠 0932135753

政府機關 GEA0004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通信隊 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10樓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黃美惠 0932135753

政府機關 GEA0004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中正區武昌街一段69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曾淑惠 0928866153

政府機關 GEA00045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54巷5弄2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曾淑惠 0928866153

政府機關 GEA0004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 大同區華陰街32號地下2樓 專招北二區 專中山 AA1 古偉國 0938019278

政府機關 GEA00048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大同區寧夏路89號 專招北二區 專中山 AA1 許均嘉 0928625591

政府機關 GEA0004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專招北二區 專中山 AA1 黃玉玲 0927216262

政府機關 GEA00050 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 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2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李蔚祥 0928231768

政府機關 GEA00051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陳冠文 0939410320

政府機關 GEA00053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鄧詠綺 0931098567

政府機關 GEA00054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東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俞雅婷、林雅娟 0975225224

政府機關 GEA00055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1樓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蔡楷御、饒振雄 0917478020

政府機關 GEA00056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西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熊美惠 0932305388

政府機關 GEA00057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程中豪 0939313409

政府機關 GEA0005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西北區4樓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張鈺驊 0912129218

政府機關 GEA00059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東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柳懿珊 0932094812

政府機關 GEA00060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1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陳嫚妮 0910306119

政府機關 GEA00061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中央區8F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蔡楷御、饒振雄 0917478020

政府機關 GEA0006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西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孫志萍 0982266406

政府機關 GEA00063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俞雅婷、林雅娟 0975225224

政府機關 GEA00064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東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李惠春 0928293156

政府機關 GEA00065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中央區4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藍建榮 0932213161

政府機關 GEA00066 臺北市商業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郭宜靈 0937024920

政府機關 GEA00067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西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繆淳宇 0913159319

政府機關 GEA00068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西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繆淳宇 0913159319

政府機關 GEA00069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西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徐玉玲 0935264448

政府機關 GEA0007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侯珊伊 0910325080

政府機關 GEA00071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5、6樓中央區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陳芸涵 0968101681

政府機關 GEA00072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東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賴淙仁 0982224592

政府機關 GEA00073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西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馮凱、陳玉雪 0915172752

政府機關 GEA00074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信義區市府路1號台北探索館5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張祐祥 0922901557

政府機關 GEA00075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2樓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吳美玲、丘笑全 0953119315

政府機關 GEA00076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林玫霓、王魏珊玲 0912767827

政府機關 GEA00077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10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許佑淇 0922862680

政府機關 GEA00078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信義區市府路1號2樓東南區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林芸辰 0968608131

政府機關 GEA00079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7、8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柯巧伶 0920690827

政府機關 GEA0008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9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柯巧伶 0920690827

政府機關 GEA0008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 中正區南海路35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陳佳思 0963313351



政府機關 GEA00082 臺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 中正區牯嶺街24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陳佳思 0963313351

政府機關 GEA00083 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號6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陳佳思 0963313351

政府機關 GEA00084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8號4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陳佳思 0963313351

政府機關 GEA00085 臺北市市場處 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8號7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張郁欣 0919248604

政府機關 GEA00088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號17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李思儀 0903143967

政府機關 GEA00089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 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3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施淑敏 0982700083

政府機關 GEA00090 臺北市政府文獻委員會 大同區承德路二段33號6，7樓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莊樹幸 0932145342

政府機關 GEA00092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6樓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吳佩蓮 0913193194

政府機關 GEA00095 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 大同區大龍街275號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謝依璇 0920502458

政府機關 GEA00096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大同區昌吉街57號4樓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林朝彬 0935765819

政府機關 GEA00097 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大同區昌吉街57號3樓之1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謝依璇 0920502458

政府機關 GEA00098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大同區昌吉街52號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施增芬 0953880508

政府機關 GEA0009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萬華區桂林路135號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簡嘉玲 0975377138

政府機關 GEA00101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衛生稽查大隊萬華區西寧南路4號3樓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陳介文 0925658710

政府機關 GEA00102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120號10~13樓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吳崇安 0981618392

政府機關 GEA00103 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120號4樓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李明謙 0927202778

政府機關 GEA00104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萬華區東園街152號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王家慧 0937421774

政府機關 GEA00105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張春華 0918327200

政府機關 GEA00106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中山區松江路367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張春華 0918327200

政府機關 GEA00107 臺北市立美術館 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181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陳玉芬 0982361786

政府機關 GEA00108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8巷7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陳玉芬 0982361786

政府機關 GEA0010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陳玉英 0913655882

政府機關 GEA00110 臺北廣播電臺 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62之2號4樓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陳玉英 0913655882

政府機關 GEA00111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中山區吉林路110號5樓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陳素珠 0933021936

政府機關 GEA00112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中山區松江路357巷1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陳素珠 0933021936

政府機關 GEA00113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中山區松江路367號2樓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黃桂蓮 0910001059

政府機關 GEA00114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中山區松江路367號7樓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黃桂蓮 0910001059

政府機關 GEA00115 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中山區長安西路3號6樓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黃桂蓮 0910001059

政府機關 GEA00116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士林區凱旋路61巷4弄9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洪凌峰 0987928113

政府機關 GEA00117 臺北市政府職能發展學院 士林區士東路301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林雅婷 0972997328

政府機關 GEA00118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北投區石牌路2段111號7樓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黃紹剛 0932254478

政府機關 GEA00119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北投區知行路75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王姿貽 0937842830

政府機關 GEA0012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陳俍安 0937547979

政府機關 GEA00122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北投區洲美街27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李金根 0975672977

政府機關 GEA00123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北投區陽明山建國街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洪子翔 0953514315

政府機關 GEA00124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北投區新市街30號4樓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李金根 0975672977

政府機關 GEA00125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北投區新市街30號三樓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黃翊華 0932354298

政府機關 GEA00126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士林區中正路439號8樓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林子宣 0921533581

政府機關 GEA00127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士林區中正路439號二樓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林子宣 0921533581

政府機關 GEA00128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士林區基河路363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許桂如 0933088857

政府機關 GEA0012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士林區大東路80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高美玲 0910197246

政府機關 GEA00130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士林區中正路439號5-7樓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高維志 0919333949

政府機關 GEA00131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士林區中正路439號3樓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謝明寰 0935363531

政府機關 GEA00133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內湖區安康路29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郭哲維 0916327675

政府機關 GEA00134 市立和平國小籌備處 大安區臥龍街129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東 AB4 楊金華 0938196007

政府機關 GEA0013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 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0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江惠茹 0915908880

政府機關 GEA00136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4,5樓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徐培堯 0910912991

政府機關 GEA00137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3樓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柯惠絹 0939981659

政府機關 GEA00139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 南港區經貿一路265號2樓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陳瑋芸 0909638622

政府機關 GEA00140 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南港區南港路1段360號6樓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郭詩錦 0937080245

政府機關 GEA00141 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南港區南港路1段360號4樓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郭詩錦 0937080245

政府機關 GEA00142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南港區南港路1段360號7樓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郭詩錦 0937080245

政府機關 GEA0014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南港區向陽路15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謝椒櫻 0936125538

政府機關 GEA00144 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文山區木柵路三段220號2樓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陳秀蓁    0919927587

政府機關 GEA00145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文山區木柵路5段53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黃小娟 0938043796

政府機關 GEA00146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文山區木柵路3段220號8,9樓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陳秀蓁    0919927587

政府機關 GEA00147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文山區木柵路3段220號3樓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陳秀蓁    0919927587

政府機關 GEA00148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 文山區木柵路2段20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郭俐𠵍 0913997216

政府機關 GEA00149 臺北市立動物園 文山區新光路2段30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陳治燊 0938110153

政府機關 GEA0030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大同區酒泉街235號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吳方伶 0935779877

政府機關 GEF00132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新店區新烏路3段43號 展業北二區 展新店 FK4 林家榛 0939362208

學校 THA00190 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萬華區梧州街36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呂美女 0938017713

學校 THA00260 市立景美國中 文山區景中街27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陳素幸 0919550187

學校 THA00261 市立武功國小 文山區興隆路1段68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林麗娟 0910107673

學校 THA00262 市立志清國小 文山區景福街21巷5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陳淑惠 0937527406

學校 THA00266 市立銘傳國小 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2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北城 YQ1 范芝瑛 0963919789

學校 THA00282 市立萬華國中 萬華區西藏路201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蔡昌憲（調任） 0931221535

學校 THA00305 市立碧湖國小 內湖區金龍路100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北城 YQ1 劉玉嬌 0938719696

學校 THA00306 市立大湖國小 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北城 YQ1 劉玉嬌 0938719696

學校 THA00319 市立信義國中 信義區松仁路158巷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北城 YQ1 許逸農 0988245471

學校 THA00324 市立吳興國小 信義區松仁路226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田 Y21 洪靖雅 0912686215

學校 THA00326 市立仁愛國小 大安區安和路一段60號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21 王君怡 0926713523

學校 THA00336 市立西松高中 松山區健康路325巷7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田 Y21 李淑琪 0961007509

學校 THA00337 市立雨農國小 士林區忠義街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田 Y21 邱美珠 0935266489

學校 THA00340 市立信義國小 信義區松勤街60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田 Y21 陳欣宜 0970866508

學校 THA00352 市立龍門國中 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269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立 AD1 陳昶瑋 0987038535

學校 THA00361 市立五常國小 中山區五常街16號 專招北一區 忠孝分 A01 江麗雲 0931594541



學校 THA00363 市立景美國小 文山區景文街108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李桂菁 0911671266

學校 THA00365 市立大直國小 中山區大直街2號 專招北一區 忠孝分 A01 江月英 0933715866

學校 THA00366 市立蘭雅國小 士林區磺溪街57號 專招北一區 忠孝分 A01 江月英 0933715866

學校 THA00367 市立洲美國小 北投區洲美街185號 專招北一區 忠孝分 A01 李玉惠 0926332517

學校 THA00369 市立內湖國中 內湖區陽光街1號 專招北一區 忠孝分 A01 林孟弘 0978335927

學校 THA00382 市立五常國中 中山區復興北路430巷1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林惠淨 0911719250

學校 THA00395 市立北投國小 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73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趙時傑 0910091299

學校 THA00402 市立景興國中 文山區景興路46巷2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王皓欣 0932843877

學校 THA00406 市立河堤國小 中正區汀州路二段180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陳錦如 0928200171

學校 THA00416 市立陽明高中 士林區中正路510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林清美 0921953909

學校 THA00425 市立介壽國中 松山區延壽街401號 專招北一區 專松江 AW1 許郭妍妍 0938010576

學校 THA00466 市立吉林國小 中山區長春路116號 專招北一區 專城北 A81 蘇世賢 0922285499

學校 THA00473 市立胡適國小 南港區舊莊街1段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城駿 AG1 楊竣傑 0916597477

學校 THA00475 市立百齡高中 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77號 專招北一區 專城駿 AG1 楊淑真 0933878139

學校 THA00485 市立南港國小 南港區惠民街67號 專招北一區 專國豐 AU1 張慧芬 0912422018

學校 THA00604 市立興隆國小 文山區福興路2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王思翰 0960616358

學校 THA00606 市立西松國小 松山區三民路5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黃美珍 0938065869

學校 THA00611 市立民權國小 松山區民權東路4段200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程一鴦 0928559601

學校 THA00612 市立三民國中 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5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林翠玲 0922862578

學校 THA00613 市立社子國小 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308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林麗菁 0980603464

學校 THA00620 市立忠孝國小 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01號 專招北一區 專佳德 Y01 王莉莉 0910808976

學校 THA00621 市立大同國小 大同區大龍街51號 專招北一區 專佳德 Y01 王莉莉 0910808976

學校 THA00624 市立新民國中 北投區新民路10號 專招北一區 專佳德 Y01 許瑋伶 0936086522

學校 THA00633 市立中山國中 松山區復興北路361巷7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詹木火 0938021609

學校 THA00635 市立湖田國小 北投區竹子湖路17之2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李青芬 0917746585

學校 THA00639 市立松山國小 松山區八德路4段746號 專招北一區 專佳德 Y01 胡雅容 0922575685

學校 THA00640 市立民族國中 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13巷13號 專招北一區 專佳德 Y01 胡雅容 0922575685

學校 THA00673 臺北市政府附設臺北市私立市政大樓員工子女幼兒園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 專招北一區 專匯豐 Y31 李靜宜 0981068205

學校 THA00682 市立松山高中 信義區基隆路1段156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匯豐 Y31 詹雅渭 0919293023

學校 THA00689 臺北市立大安幼兒園 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1弄11號 專招北一區 專鴻億 IA1 吳麗娟 0931218301

學校 THA00716 市立成淵高中 大同區承德路二段235號 專招北一區 專鴻億 IA1 蔡文崇 0970947676

學校 THA00718 市立松山家商 信義區松山路655號 專招北一區 專鴻億 IA1 王秀蘭 0932077877

學校 THA00775 臺北市立信義幼兒園 信義區基隆路1段364巷24號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游月梅 0926726687

學校 THA00788 市立敦化國中 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00號 專招北一區 專城駿 AG1 吳俊毅 0952757575

學校 THA00789 市立松山工農 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陳羿達 0982009469

學校 THA00791 市立金華國中 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2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匯豐 Y31 蔡妏霜 0955321396

學校 THA00792 市立公館國小 大安區基隆路四段41巷68弄2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趙金枝 0933044448

學校 THA00793 市立長安國中 中山區松江路70巷1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城駿 AG1 林志峰 0938013499

學校 THA00794 市立懷生國小 中山區安東街16巷2號 專招北一區 專城駿 AG1 陳姿伶 0921901759

學校 THA00795 市立北一女中 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65號 專招北一區 專巨鼎 AZ1 黃幸宜 0932965116

學校 THA00796 市立古亭國中 中正區中華路二段465號 專招北一區 專巨鼎 AZ1 雷丹君 0930331878

學校 THA00797 市立螢橋國小 中正區詔安街29號 專招北一區 專巨鼎 AZ1 劉吉倉 0952947530

學校 THA00799 市立延平國小 大同區昌吉街97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匯豐 Y31 蔣孟哲 0919920949

學校 THA00800 市立大理國小 萬華區艋舺大道389號 專招北二區 專中和 FC1 蘇毓媜 0987870247

學校 THA00802 市立育成高中 南港區重陽路366號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謝佳錡 0922019718

學校 THA00804 市立陽明山國小 士林區仰德大道三段6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匯豐 Y31 張雅閔 0983359969

學校 THA00805 市立芝山國小 士林區德行東路285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楊月英 0935596676

學校 THA00810 市立雙園國小 萬華區莒光路315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吳俞萱 0922678082

學校 THA00814 市立光復國小 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 展業北三區 展信義 AH4 林偉揚 0937222923

學校 THA00819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52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吳樹德 0928260006

學校 THA00833 市立博愛國小 信義區松仁路95巷20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陳金貴 0917199400

學校 THA00834 市立東湖國小 內湖區東湖路115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郭璦翎 0934182538

學校 THA00836 市立和平高中 大安區臥龍街100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蔡義順 0935063247

學校 THA00844 市立文昌國小 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何麗華 0937865265

學校 THA00852 市立西門國小 萬華區成都路98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胡嘉玲 0938962198

學校 THA00853 市立康寧國小 內湖區星雲街121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黃稚惠 0919985191

學校 THA00854 市立福林國小 士林區福志路75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黃稚惠 0919985191

學校 THA00856 市立文林國小 北投區文林北路155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曾真月 0933897758

學校 THA00905 市立新生國小 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6號 專招北二區 專中和 FC1 蔣慧潔 0922950771

學校 THA00947 市立永吉國小 信義區松山路287巷5號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陳孟儀 0952817701

學校 THA00948 市立木柵高工 文山區木柵路4段77號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魏珊玲 0936194686

學校 THA00954 市立萬福國小 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趙金枝 0933044448

學校 THA00955 市立成德國小 南港區東新街65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徐玉玲 0935264448

學校 THA00960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臺北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5號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侯珊伊、張鈺驊 0910325080

學校 THA00967 市立中崙高中 松山區八德路4段101號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陳美玉 0920721480

學校 THA00968 市立南門國中 中正區廣州街6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李辜萱姬 0931165586

學校 THA00969 市立蘭州國中 大同區大龍街187巷1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陳嫚妮 0910306119

學校 THA00970 市立明湖國中 內湖區康寧路3段60號 專招北二區 專昌泰 AF1 林秀榛 0933898781

學校 THA01033 市立明湖國小 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05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陳佳思 0963313351

學校 THA01035 市立三民國小 松山區民權東路5段1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廖馨怡 0953219912

學校 THA01045 市立玉成國小 南港區向陽路31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張郁欣 0919248604

學校 THA01099 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邱惠蘭 0933227286

學校 THA01111 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 萬華區西藏路424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板泰 F91 張瑞喬 0928599072

學校 THA01162 市立弘道國中 中正區公園路21號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陳碧員 0939359698

學校 THA01164 市立福星國小 萬華區中華路1段66號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楊智婷 0952373268

學校 THA01173 市立三興國小 信義區基隆路2段99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蘇玉芳 0933723317

學校 THA01183 市立興福國中 文山區福興路80號 專招北二區 專博愛 A41 陳琴 0958852786



學校 THA01184 市立南港高中 南港區向陽路21號 專招北二區 專博愛 A41 簡淑清 0928296085

學校 THA01189 市立木柵國小 文山區木柵路3段191號 專招北二區 專博愛 A41 黃麗如 0937450788

學校 THA01190 市立博嘉國小 文山區木柵路4段159巷14號之1 專招北二區 專博愛 A41 林冠含 0919394838

學校 THA01192 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文山區秀明路1段169號 專招北二區 專博愛 A41 黃麗如 0937450788

學校 THA01197 市立長春國小 中山區長春路165號 專招北二區 專博愛 A41 金美玉 0920512958

學校 THA01267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中學 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41號 專招北二區 專新興 AT1 唐淼德 0933021706

學校 THA01280 市立濱江國中 中山區樂群二路262號 專招北二區 專泰暘 IC1 陳惠萍 0918971252

學校 THA01281 市立濱江國小 中山區樂群二路266巷99號 專招北二區 專泰暘 IC1 陳惠萍 0918971252

學校 THA01299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士林區士商路150號 專招北二區 專輝陽 YI1 林虹宏 0933081012

學校 THA01300 市立士東國小 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392號 專招北二區 專輝陽 YI1 林虹宏 0933081012

學校 THA01318 市立民生國中 松山區新東街30巷1號 專招北二區 專輝陽 YI1 李卿華 0952831287

學校 THA01319 市立民生國小 松山區敦化北路199巷18號 專招北二區 專輝陽 YI1 李卿華 0952831287

學校 THA01320 市立雙蓮國小 大同區錦西街51號 專招北二區 專萬和 Y41 張秋婷 0988280155

學校 THA01321 市立修德國小 南港區東新街118巷86號 專招北二區 專萬和 Y41 李卿華 0952831287

學校 THA01351 臺北市立育航幼兒園 中山區長春路256號 專招北二區 專輝陽 YI1 賴柏蓁 0916381105

學校 THA01358 臺北市立大同幼兒園 大同區南京西路64巷9弄8號 專招北二區 專輝陽 YI1 張小玉 0935662283

學校 THA01360 市立蓬萊國小 大同區寧夏路35號 專招北二區 專輝陽 YI1 張小玉 0935662283

學校 THA01455 市立興雅國小 信義區基隆路1段83巷9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張瑞芬 0938047337

學校 THA01458 市立芳和國中 大安區臥龍街170號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陳介文 0925658710

學校 THA01459 市立古亭國小 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0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張瑞芬 0938047337

學校 THA01460 市立北安國中 中山區明水路325號 專招北二區 專新興 AT1 謝鴻達 0916268013

學校 THA01461 市立中山國小 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69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顏世強 0987403309

學校 THA01462 市立永安國小 中山區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張彩繁 0938047353

學校 THA01464 市立龍山國中 萬華區南寧路46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方之萍 0922258931

學校 THA01465 市立實踐國中 文山區辛亥路7段67號 專招北二區 專博愛 A41 黃麗如 0937450788

學校 THA01468 市立南門國小 中正區廣州街6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東冠 F51 劉美蘭 0988532365

學校 THA04687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2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林秋琴 0928257596

學校 THA04695 市立大橋國小 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駱麗旭 0939888347

學校 THA04697 市立建成國中 大同區長安西路37之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潘素蘭 0932320443

學校 THA04698 市立民權國中 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蕭彩玉 0935538662

學校 THA04699 市立明倫國小 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5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潘素蘭 0932320443

學校 THA04705 市立東門國小 中正區仁愛路一段2之4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姚吉珊 0953629733

學校 THA04706 市立忠孝國中 大同區西寧北路3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杜清好 0939922749

學校 THA04710 市立成功中學 中正區濟南路一段7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鄭雅茹 0926922257

學校 THA04711 市立重慶國中 大同區敦煌路19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張書豪 0927929607

學校 THA04712 市立日新國小 大同區太原路15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羅國銓 0968388855

學校 THA04713 市立大龍國小 大同區哈蜜街47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黃秋文 0920170771

學校 THA04718 市立永樂國小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66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吳昭芬 0927553459

學校 THA04720 市立中正國中 中正區愛國東路158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許彩燕 0938046095

學校 THA04721 市立明倫高中 大同區承德路三段336號 展業北一區 展大同 AJ4 陳柔媕 0930778195

學校 THA04769 市立關渡國中 北投區知行路21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謝秀雲 0922925415

學校 THA04777 市立立農國小 北投區立農街一段25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吳美玲 0920346991

學校 THA04783 市立中正高中 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王淑微 0920149888

學校 THA04784 市立明德國中 北投區明德路5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郭莉琳 0921565117

學校 THA04785 市立石牌國中 北投區石牌路一段139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王淑微 0920149888

學校 THA04786 市立湖山國小 北投區湖底路1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翁美枝 0938041867

學校 THA04787 市立明德國小 北投區明德路19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郭莉琳 0921565117

學校 THA04796 市立石牌國小 北投區致遠二路8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余詠霈 0923189968

學校 THA04804 市立復興高中 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黃姈珠 0920664106

學校 THA04805 市立逸仙國小 北投區新民路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楊雅莉 0938378413

學校 THA04806 市立泉源國小 北投區東昇路34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鄭雯琳 0917262260

學校 THA04807 市立義方國小 北投區開明街7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鄭雯琳 0917262260

學校 THA04813 市立桃源國小 北投區中央北路三段40巷45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陳欣瑜 0921954338

學校 THA04814 市立文化國小 北投區文化三路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曾文莉 0938340601

學校 THA04818 市立北投國中 北投區溫泉路6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吳秀惠 0918136901

學校 THA04825 市立大屯國小 北投區復興三路31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余詠霈 0923189968

學校 THA04832 市立關渡國小 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581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陳文鈴 0932355806

學校 THA04833 市立清江國小 北投區公館路22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蕭秀媛 0938394173

學校 THA04836 市立桃源國中 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48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吳珮瑄 0920500787

學校 THA05005 市立至善國中 士林區至善路二段360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許桂如 0933088857

學校 THA05006 市立溪山國小 士林區至善路三段199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許桂如 0933088857

學校 THA05007 市立雙溪國小 士林區中社路二段66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劉妙蓮 0937085899

學校 THA05014 市立福安國中 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250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林秋月 0939337575

學校 THA05015 市立富安國小 士林區延平北路八段135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林秋月 0939337575

學校 THA05027 市立葫蘆國小 士林區環河北路三段95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曾寶麗 0928505700

學校 THA05030 市立百齡國小 士林區福港街205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陳浩明 0975396087

學校 THA05034 市立士林國小 士林區大東路165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楊念樺 0912027534

學校 THA05036 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士林區通河街179巷2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徐如億 0928572537

學校 THA05040 市立士林國中 士林區中正路345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李英花 0937906729

學校 THA05041 市立平等國小 士林區平菁街101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邱瓊瑤 0937987430

學校 THA05045 市立劍潭國小 士林區通河街16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葉淑莉 0918732197

學校 THA05165 市立西園國小 萬華區東園街73巷65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陳琳玫 0937005236

學校 THA05171 臺北市立中正幼兒園 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6號2樓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陳家榆 0952957681

學校 THA05174 市立忠義國小 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巷17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黃嘉宇 0933682608

學校 THA05176 市立東園國小 萬華區東園街195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陳綉梅 0916282132

學校 THA05177 市立萬大國小 萬華區萬大路346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陳綉梅 0916282132

學校 THA05185 市立新和國小 萬華區西藏路125巷31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蔡育典 0919243200



學校 THA05188 市立建國中學 中正區南海路56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鄭人太 0960624658

學校 THA05190 市立螢橋國中 中正區汀州路三段4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黃嘉宇 0933682608

學校 THA05197 臺北市國語實驗小學 中正區南海路58號 展業北一區 展萬華 AL4 姜玲琴 0956565726

學校 THA05206 市立太平國小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39號 展業北一區 展龍山 AP4 蔡翠莉 0919396836

學校 THA05209 市立老松國小 萬華區桂林路64號 展業北一區 展龍山 AP4 張麗玲 0931068615

學校 THA05210 市立龍山國小 萬華區廣州街224號 展業北一區 展龍山 AP4 張麗玲 0931068615

學校 THA05214 市立大理高中 萬華區長順街2號 展業北一區 展龍山 AP4 林惠珠 0933159604

學校 THA05215 市立雙園國中 萬華區興義街2號 展業北一區 展龍山 AP4 周育如 0927150381

學校 THA05216 市立華江國小 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250巷42弄2號 專招北二區 展龍山 F11 楊華玲 0920075491

學校 THA05217 市立華江高中 萬華區西藏路213號 展業北一區 展龍山 AP4 張麗美 0938089108

學校 THA05315 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 北投區明德路208巷5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陳敏璇 0923134822

學校 THA05317 市立蘭雅國中 士林區忠誠路二段51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黃正中 0938031151

學校 THA05318 市立格致國中 士林區仰德大道四段75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李梅英 0933152728

學校 THA05319 市立天母國中 士林區天母東路120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朱麗淑 0932256044

學校 THA05320 市立雨聲國小 士林區至誠路一段62巷70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李梅英 0933152728

學校 THA05321 市立天母國小 士林區天玉街12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黃信偉、李哲昊 0975222517

學校 THA05322 市立三玉國小 士林區天母東路116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王麗玲 0930940697

學校 THA05324 臺北市啟明學校 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黃正中 0938031151

學校 THA05324 臺北市啟智學校 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3號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黃正中 0938031151

學校 THA05871 市立懷生國中 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48巷3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大安 AR4 林子芹 0988420775

學校 THA05873 市立仁愛國中 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3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大安 AR4 張雅筑 0915723160

學校 THA05875 市立幸安國小 大安區仁愛路三段22號 展業北三區 展大安 AR4 周仕珍 0928555689

學校 THA05889 市立西湖國中 內湖區環山路1段27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邱湲雅 0977179803

學校 THA05890 市立西湖國小 內湖區環山路1段25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王馨逸 0987674131

學校 THA05891 市立麗湖國小 內湖區金湖路363巷8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吳淑慧 0963319929

學校 THA05899 市立新湖國小 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38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陳淑惠 0924022821

學校 THA05908 市立麗山高中 內湖區環山路二段10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游純美 0930856392

學校 THA05910 市立文湖國小 內湖區文胡街15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蔡佩芸 0986549665

學校 THA05913 市立內湖高中 內湖區文德路20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王咪麗 0910088129

學校 THA05914 市立麗山國中 內湖區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藍秀華 0927609881

學校 THA05915 市立內湖國小 內湖區內湖路2段41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陳素娥 0937196714

學校 THA05939 臺北市立內湖幼兒園 內湖區陽光街265巷9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陳玠吟 0972009357

學校 THA05940 市立內湖高工 內湖區內湖路一段52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蔡小玲 0939303533

學校 THA05944 市立麗山國小 內湖區港華街10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方惠寬 0933169517

學校 THA05948 市立大佳國小 中山區濱江街107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北 AA4 林美玲 0955048848

學校 THA05949 市立大直高中 中山區北安路42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北 AA4 林秀紅 0928111399

學校 THA05951 市立長安國小 中山區吉林路15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北 AA4 高亦凡 0937086548

學校 THA05954 市立大安國中 大安區大安路二段63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東 AB4 林麗娜 0939270557

學校 THA05955 市立建安國小 大安區大安路二段99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東 AB4 林麗娜 0939270557

學校 THA05959 市立金華國小 大安區愛國東路79巷11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東 AB4 劉柏婷 0956962820

學校 THA05961 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中正區公園路29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東 AB4 簡素貞 0936572312

學校 THA05963 市立大安國小 大安區臥龍街129號 展業北三區 展北東 AB4 楊金華 0938196007

學校 THA05966 市立龍安國小 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33號 展業北三區 展永吉 AS4 林英慧、王芬蘭 0922215625

學校 THA05967 市立新興國中 中山區林森北路51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永吉 AS4 曹峰銘、江雅雯 0932199827

學校 THA05969 市立中正國小 中山區龍江路6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永吉 AS4 張淞銘 0986220926

學校 THA06005 市立東湖國中 內湖區康樂街13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許陳淑寶 0938002847

學校 THA06006 市立潭美國小 內湖區新明路2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蔡淑珍 0922436859

學校 THA06010 市立南湖國小 內湖區康寧路三段200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張小怡 0936050749

學校 THA06030 市立南湖高中 內湖區康寧路三段220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蔡秀蓮 0930036725

學校 THA06039 市立誠正國中 南港區富康街1巷24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李春綿 0936159852

學校 THA06054 市立健康國小 松山區延壽街168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松山 AE4 陳淑禎 0937836579

學校 THA06065 市立敦化國小 松山區敦化北路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松山 AE4 羅于容 0910330085

學校 THA06074 市立民族國小 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展業北三區 展松山 AE4 許舒萍 0937180001

學校 THA06086 臺北市立松山幼兒園 松山區敦化北路199巷5號2樓 展業北三區 展松山 AE4 楊宇哲 0936246660

學校 THA06111 市立永春國小 信義區松山路225巷48號 展業北三區 展信義 AH4 鍾宜臻 0952855211

學校 THA06113 市立永吉國中 信義區松隆路161號 展業北三區 展信義 AH4 方怡文 0929371991

學校 THA06119 市立瑠公國中 信義區福德街221巷15號 展業北三區 展信義 AH4 許鳳蘭 0939724798

學校 THA06120 市立福德國小 信義區福德街253號 展業北三區 展信義 AH4 李淑瓊 0955462376

學校 THA06121 市立興雅國中 信義區松德路168巷15號 展業北三區 展信義 AH4 蘇美瑾 0927493279

學校 THA06127 市立永春高中 信義區松山路654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劉士帆 0926741975

學校 THA06138 市立東新國小 南港區興南街62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邱怡甄 0915977176

學校 THA06148 市立南港高工進修學校 南港區興中路29號 專招北一區 專富凱 YD1 郭淑慧 0938567101

學校 THA06152 市立成德國中 南港區東新街108巷23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賴玉珊 0921122032

學校 THA06155 臺北市立南港幼兒園 南港區重陽路199巷28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鄭光宏 0910088252

學校 THA06158 市立舊莊國小 南港區舊莊街1段100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劉素珍 0936162306

學校 THA06229 市立萬興國小 文山區秀明路2段114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林淑卿 0921419513

學校 THA06246 市立萬芳高中 文山區興隆路3段115巷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邱淑芳 0910200258

學校 THA06247 市立興德國小 文山區興隆路2段235號 專招北一區 專文山 FE1 陳素幸、林雅萍 0919550187

學校 THA06248 市立興華國小 文山區興隆路3段125巷6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陳水靜 0925146298

學校 THA06249 市立辛亥國小 文山區辛亥路4段103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陳秋宏 0933127393

學校 THA06257 市立景興國小 文山區景華街150巷2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寇秀屏 0930880120

學校 THA06259 市立溪口國小 文山區景福街225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張翠珠 0932336667

學校 THA06263 市立萬芳國小 文山區萬和街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翁翠耀 0921879250

學校 THA06268 市立永建國小 文山區試院路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曾坤英 0928519715

學校 THA06269 市立實踐國小 文山區忠順街1段4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陳巧姿 0939778295

學校 THA06270 市立指南國小 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5之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謝月霜 0916006856

學校 THA06274 市立景美女中 文山區木新路3段31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蘇乃渝 0933124966



學校 THA06275 市立力行國小 文山區木新路3段155巷7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林秀霞 0936663742

學校 THA06284 市立木柵國中 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12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李珣立 0932312703

學校 THA06285 市立明道國小 文山區木柵路2段138巷6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翁翠耀 0921879250

學校 THA06290 市立北政國中 文山區指南路3段2巷14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張芷華 0938390357

學校 THA11174 臺北市立中山幼兒園 中山區大直街25號 專招北一區 專松江 AW1 鄭阿蓮 0938373792

學校 THA11233 市立大同高中 中山區長春路167號 展業北三區 展永吉 AS4 賴金梅 0935608836

學校 THA11277 臺北市立文山幼兒園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05巷1號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劉芳芳 0921888829

政府機關 GEA00308 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 中山區玉門街33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孫惠卿 0933228631

政府機關 GEA0004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大同區 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專招北二區 專中山 AA1 李立國 0928232596

政府機關 THA0004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區-萬華區 萬華區昆明街100號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王家慧 0937421774

政府機關 GEA0030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大安區 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K1 邱瑞秀 0932019505

政府機關 GEA0425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中正區 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柯巧伶 0920690827

政府機關 GEA0031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南港區 南港區同德路87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劉振霈 0926163373

政府機關 THA0004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萬華區 萬華區昆明街100號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王家慧 0937421774

政府機關 GEA0031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信義區 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朱思敏 0970568220

政府機關 GEA0031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中山區 中山區林森北路530號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邱珮青 0936929733

政府機關 GEA0031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士林區 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李梅英 0933152728

政府機關 GEA0004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處 中正區懷寧街109號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曾淑惠 0928866153

政府機關 GEA0012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北區工程處 北投區大業路527巷86號3樓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陳秀苗 0927280396

政府機關 GEA00046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第二工程處 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1號3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陳威安 0922483005

政府機關 GEA00087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機電系統處 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5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施淑敏 0982700083

政府機關 GEA00093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之2號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游卓毅 0919394838

政府機關 GEA00094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7之1號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莊樹幸 0932145342

政府機關 GEA00314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處理場 板橋區莊敬路31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板橋 F41 陳佩雲 0939326211

政府機關 GEA00315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南港區南港區南深路37號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陳瑨蔚 0933100993

政府機關 GEA00316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直屬隊-大同區中山區長春路350號5樓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孫惠卿 0933228631

政府機關 GEA00317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修車廠-內湖區內湖區行忠路178巷2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黃于 0921061867

政府機關 GEA00318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士林區士林區中正路439號7樓 展業北一區 展陽明 AD4 邱弘恩 0958589365

政府機關 GEA00319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大同區大同區昌吉街57號4樓之7 專招北二區 專城中 A11 邱明旋 0935224182

政府機關 GEA00320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大安區大安區通化街140巷19號 專招北一區 專朝陽 YK1 陳明哲 0932069629

政府機關 GEA00321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中山區中山區松江路367號7樓之2 專招北二區 專震達 AI1 邱珮青 0936929733

政府機關 GEA00322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中正區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號7樓之2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張郁欣 0919248604

政府機關 GEA00323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內湖區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0巷19號4樓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游天助 0920550733

政府機關 GEA00324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文山區文山區木柵路三段220號7樓 展業北三區 展景美 FD4 黃春吟 0952232060

政府機關 GEA00289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北投區北投區石牌路二段115號3樓 展業北一區 展北投 AG4 陳秀苗 0927280396

政府機關 GEA00325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松山區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133號4樓 專招北一區 專仁愛 AL1 黃瑞文 0952327576

政府機關 GEA00326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信義區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8樓 專招北一區 專昌峰 YJ1 王寶玲 0932077406

政府機關 GEA00327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南港區南港區南港路1段360號7樓 展業北三區 展南港 AK4 江淑蘭 0939004832

政府機關 GEA00328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萬華區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102號5樓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陳介文 0925658710

政府機關 GEA00329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溝渠一隊 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4樓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施淑敏 0982700083

政府機關 GEA00330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溝渠二隊 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08號6樓 專招北二區 專大豐 AH1 陳麗玟 0935566125

政府機關 GEA00331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處 內湖區行忠路178巷1號 展業北三區 展內湖 AF4 林玲珠 0932217141

政府機關 GEA00332 臺北市聯合醫院婦幼院區-中正區 中正區福州街12號 專招北二區 專松山 A71 林紫瑩 0953594314

政府機關 GEA00138 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2樓 展業北三區 展東湖 AU4 翁靜瑜 0987718786

政府機關 GEA00100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120號7至9樓 專招北二區 新北分 F11 陳琬婷 0921712931

政府機關 GEA00027 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大安區信義路4段335巷6號 專招北一區 專吉田 Y21 陳妍伶 0933072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