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B 職務群組表

群組名 職務名

總統府 總統府主任, 行政院院長, 總統府參事, 考試院院長, 總統府編審, 

司法院院長, 總統府參議, 總統府秘書, 總統府總統, 總統府參議, 

監察院院長, 總統府局長, 司法院副院長, 考試院副院長, 監察院

副院長, 總統府秘書長, 總統府副局長, 行政院副院長, 總統府副

主任, 總統府主任醫官... (31)

行政院 國防部部長, 行政院院長, 財政部部長, 法務部部長, 交通部部長, 

教育部部長, 銓敘部部長, 外交部部長, 內政部部長, 經濟部部長, 

考選部部長, 行政院副院長, 國防部副部長, 行政院財政部部長, 

行政院內政部部長, 行政院法務部部長, 行政院經濟部部長, 行政

院教育部部長, 行政院國防部部長, 行政院交通部部長... (22)

外交部 外交部處長, 外交部參事, 外交部參事, 外交部司長, 外交部部長, 

外交部秘書, 外交部大使, 外交部組長, 駐箇郎總領事, 外交部副

司長, 外交部副處長, 駐諾魯總領事, 駐吉達總領事, 駐東方市總

領事, 外交部副會計長, 外交部政務次長, 外交部主任秘書, 駐開

普敦總領事, 外交部專門委員, 外交部常務次長... (364)

教育部 教育部參事, 教育部處長, 教育部秘書, 教育部督學, 教育部司長, 

教育部參事, 教育部部長, 教育部副司長, 教育部副處長, 教育部

文化專員, 教育部常務次長, 教育部專門委員, 教育部文化參事, 

教育部主任秘書, 教育部政務次長, 教育部人事處處長, 行政院教

育部處長, 行政院教育部督學, 行政院教育部司長, 行政院教育部

參事... (43)

交通部 交通部參事, 交通部秘書, 交通部參事, 交通部技監, 交通部技正, 

交通部部長, 交通部司長, 交通部會計長, 交通部副司長, 交通部

專門委員, 交通部常務次長, 交通部主任秘書, 交通部副統計長, 

交通部政務次長, 交通部觀光局技正, 行政院交通部參事,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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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局局長, 行政院交通部技正, 交通部政風處處長, 行政院交通

部部長... (404)

經濟部 經濟部技正, 經濟部組長, 經濟部參事, 經濟部司長, 經濟部處長, 

經濟部部長, 經濟部秘書, 經濟部編審, 經濟部參事, 經濟部視察, 

經濟部技監, 經濟部副司長, 經濟部副處長, 經濟部主任秘書, 經

濟部政務次長, 經濟部專門委員, 經濟部經濟參事, 經濟部常務次

長, 經濟部水利處主任, 經濟部水利處處長... (419)

內政部 內政部參事, 內政部技監, 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技正, 內政部視察, 

內政部參事, 內政部司長, 內政部秘書, 內政部副司長, 內政部常

務次長, 內政部主任秘書, 內政部執行秘書, 內政部政務次長, 內

政部專門委員, 內政部役政署組長, 行政院內政部視察, 行政院內

政部秘書, 內政部營建署視察, 內政部營建署秘書, 內政部役政署

署長... (192)

財政部 財政部參事, 財政部局長, 財政部部長, 財政部秘書, 財政部稽核, 

財政部參事, 財政部司長, 財政部副司長, 財政部統計長, 財政部

政務次長, 財政部執行秘書, 財政部常務次長, 財政部主任秘書, 

財政部專門委員, 財政部執行秘書, 行政院財政部秘書, 財政部國

庫署組長, 行政院財政部司長, 財政部金融局組長, 財政部賦稅署

秘書... (394)

審計部 審計部處長, 審計部稽查, 審計部秘書, 審計部審計, 審計部稽察, 

審計部參事, 審計部審計長, 審計部審計官, 審計部副處長, 審計

部主任秘書, 審計部副審計長, 審計部專門委員, 審計部會計主任,

 審計部人事室主任, 監察院審計部審計, 審計部總務處審計, 審

計部統計室主任, 監察院審計部參事, 監察院審計部秘書, 審計部

總務處處長... (183)

考選部 考選部處長, 考選部部長, 考選部司長, 考選部視察, 考選部參事, 

考選部秘書, 考選部副處長, 考選部室主任, 考選部副司長, 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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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任秘書, 考選部專門委員, 考選部政務次長, 考選部常務次長,

 考選部研究委員, 考選部會計室主任, 考試院考選部司長, 考選

部會計處主任, 考選部人事室主任, 考試院考選部處長, 考試院考

選部參事... (30)

法務部 法務部部長, 法務部秘書, 法務部司長, 法務部技正, 法務部處長, 

法務部參事, 法務部視察, 法務部參事, 法務部講座, 法務部副處

長, 法務部副司長, 法務部統計長, 法務部主任秘書, 法務部常務

次長, 法務部專門委員, 法務部政務次長, 法務部調查局局長, 行

政院法務部視察, 行政院法務部部長, 法務部高級管理師... (132)

銓敘部 銓敘部秘書, 銓敘部參事, 銓敘部部長, 銓敘部參事, 銓敘部視察, 

銓敘部主任, 銓敘部司長, 銓敘部室主任, 銓敘部副局長, 銓敘部

副司長, 銓敘部研究委員, 銓敘部統計主任, 銓敘部政務次長, 銓

敘部常務次長, 銓敘部主任秘書, 銓敘部專門委員, 考試院銓敘部

司長, 銓敘部會計室主任, 銓敘部統計室主任, 考試院銓敘部視

察... (33)

國防部 國防部部長, 國防部稽核, 國防部編審, 國防部技正, 國防部編纂, 

國防部參事, 國防部處長, 國防部副處長, 國防部副部長, 國防部

政務次長, 國防部專門委員, 國防部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國防部部

長, 國防部主計局局長, 行政院國防部編審, 行政院國防部副部長,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纂,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組長, 國防部政治作

戰局局長, 行政院國防部後備司令... (34)

衛生署 朴子醫院院長, 大同醫院副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參事, 行政院衛生

署視察, 玉里榮民醫院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台中榮民醫院秘

書, 行政院衛生署秘書, 行政院衛生署技正, 行政院衛生署處長, 

台東榮民醫院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技監, 龍泉榮民醫院院長, 行政

院衛生署參事, 鳳林榮民醫院副院長, 竹東榮民醫院副院長, 竹東

榮民醫院科主任, 行政院衛生署副處長, 龍泉榮民醫院副院長,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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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綜合醫院副院長... (629)

環保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秘書,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參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處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視察, 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技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技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研究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總隊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處長, 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室主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大隊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大隊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任委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總隊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門

委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任秘書,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人事室視

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計室視察... (41)

海巡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視察,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 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參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主任,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處長, 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秘書,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處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副署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主任,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專門委

員,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人事處處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政風處副

處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會計處會計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會計

處副會計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人事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政風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會計處專門委員, 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技正,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

局艦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主任... (53)

公平會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視察,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室主任, 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室主任,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人事室主

任,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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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主任,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統計室統計主任,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

任,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統計統計主任 

(18)

工程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監,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參事, 公共

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正,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會計室會

計主任 (14)

文建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審, 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纂,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主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技正,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室主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副組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人事室編纂,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會計室

主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會計室編纂... (31)

青輔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技正, 行政

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青

年輔導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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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會計室主任,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

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青

年輔導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12)

退輔會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技正,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參事, 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譯,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督察,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會計處稽核,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參事,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秘書長,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統計處統計長,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副處長,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秘書長, 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人事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政風處處長,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會計處稽核,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人事處處長... (668)

原民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處長, 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技監,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室主任,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會計主任, 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人事室

主任,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局長,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主任秘書 (14)

藏委會 蒙藏委員會處長, 蒙藏委員會委員, 蒙藏委員會秘書, 蒙藏委員會

參事, 蒙藏委員會參事,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蒙藏委員會會計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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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參事, 蒙藏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蒙藏委員會

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 行

政院蒙藏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行政院蒙藏委

員會政務次長, 蒙藏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

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18)

客委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視察, 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參事,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

員,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主任, 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副主任 (11)

僑委會 僑務委員會視察, 僑務委員會秘書, 僑務委員會處長, 僑務委員會

參事, 僑務委員會組長, 僑務委員會顧問, 僑務委員會副處長, 僑

務委員會室主任,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僑務委員會主任秘書, 僑務

委員會專門委員,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僑務委員會僑務專員, 行

政院僑務委員會視察, 監察院僑務委員會秘書, 僑務委員會人事

室主任,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顧問,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

僑務委員會組長, 僑務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42)

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技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技正,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主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副處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組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室主任,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任命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技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糧署技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主任,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署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糧署組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計室稽核...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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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視察,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秘

書,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室主任,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委員,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研究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計室主任, 台灣

省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高級

分析師,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員... (35)

經建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 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審,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稽核,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視察, 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技正,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參事,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會計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會計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政務委員,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主任秘書, 台灣省政府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會計室稽核, 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事室

主任... (26)

陸委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處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秘

書,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研究委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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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陸委員會會計室主任,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計室專門委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

局局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澳門事務處副處長 (16)

原能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長,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技監, 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技正,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研究員,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秘書長, 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副研究員,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會計室主任,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政風室主

任,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人事室副主任,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能研究所所長,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44)

體委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視察, 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秘書,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處長, 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主任,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

任秘書,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人事

室主任,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13)

勞委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局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視察, 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技監, 勞工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秘書, 勞工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處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正,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室主任, 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會計室主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視察,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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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主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人事室副主任... (74)

消保會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視察,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組長,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秘書長,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主任

委員,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副秘書長,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第 5 屆委員,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官,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費

這保護官 (11)

金管會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

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參事,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稽核,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組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局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局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檢查局局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組長, 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組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副局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保險局副局長... (39)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委員,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 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副祕書長, 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副秘書長,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金山辦事處副處

長,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霍斯敦辦事處處長, 北美事務協調委

員會駐芝加哥辦事處副組長,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邁亞密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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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副處長,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羅安琪辦事處科學組組長 

(10)

主計處 主計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主計處司長, 行政院主計處視察, 行政院

主計處秘書, 行政院主計處局長, 行政院主計處編審, 行政院主計

處主計長, 行政院主計處主計官, 行政院主計處副局長, 行政院主

計處副司長, 行政院主計處副主計長,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處長, 高

雄市政府主計處處長,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處長, 花蓮縣政府主計

處處長, 行政院主計處會計主任, 行政院主計處主任秘書, 行政院

主計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主計處會計室主任,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

副處長... (45)

新聞局 行政院新聞局處長, 行政院新聞局主任,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行政

院新聞局技正, 行政院新聞局編譯, 行政院新聞局參事, 行政院新

聞局權理, 行政院新聞局參事, 行政院新聞局秘書, 行政院新聞局

編審, 行政院新聞局室主任, 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 行政院新聞局

副處長, 行政院新聞局主任秘書, 行政院新聞局專門委員, 行政院

新聞局會計室主任, 行政院新聞局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新聞局會

計室編審, 行政院新聞局人事室編審, 行政院新聞局政風室主任...

 (30)

中研院 中央研究院技正, 中央研究院編審, 中央研究院秘書, 中央研究院

院長,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中央研究院組主任, 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中央研究院專門委員, 中央研究院會計室主任, 中央研究院中心

副主任, 中央研究院人事室秘書, 中央研究院人事室主任, 中央研

究院高級分析師, 中央研究院政風室主任, 中央研究院會計室編

審, 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編審, 中央研究院第九任院長, 中央研究院

人事室副主任, 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心編審 (19)

央行 中央銀行總裁, 中央銀行副總裁, 中央銀行當然理事, 中央銀行人

事室主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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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 國史館主任, 國史館篡修, 國史館簒修, 國史館協修, 國史館處長, 

國史館館長, 國史館纂修, 國史館副館長, 國史館主任秘書, 國史

館專門委員, 國史館政風室主任, 國史館人事室主任, 國史館會計

室主任, 國史館會計室會計主任,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組長, 國史館

台灣文獻館館長,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副館長,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專門委員,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主任秘書 (19)

故宮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 國立故宮博物院處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組

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參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參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

院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審,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國立故宮博

物院室主任, 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任秘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 國立故宮

博物院政風室主任, 國立故宮博物院人事室主任, 國立故宮博物

院會計室編審, 國立故宮博物院會計室主任, 國立故宮博物院人

事室副主任, 國立故宮博物院會計室會計主任 (19)

人事行政局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參事,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處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顧問, 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視察,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參事,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秘書, 人事行政局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副局長, 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室主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副處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專門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任秘書,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執

行秘書,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政風室主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計

室主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訓練

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計室會計主任... (28)

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長,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視察,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參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技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室主任,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處

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專門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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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

室主任,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12)

國科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秘書,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處長, 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編審,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參事,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副處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室主任,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門委員, 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會計室主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會計處處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

風室主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事室主任,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會計室會計主任, 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主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組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

料中心主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組長, 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精密儀器發展中心副主任... (37)

國安局 國家安全局組長, 國家安全局參事, 國家安全局教官, 國家安全局

局長, 國家安全局主任, 國家安全局副處長, 國家安全局研析員, 

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國家安全局專門委員 (9)

台北市 台北市市長, 台北市議會秘書, 台北市政府參事, 台北市政府參議,

 台北市政府技監, 台北市政府顧問, 台北市政府參議, 台北市北

投區區長, 台北市審計處審計, 台北市商業處處長, 台北市國稅局

局長, 台北市議會室主任, 台北市議會秘書長, 台北市大安區區長,

 台北市調查處技正, 台北市士林區區長, 台北市監理處處長, 台

北市政府秘書長, 台北市交通局技正, 台北市政府副市長... (369)

高雄市 高雄市市長, 高雄市政府技監, 高雄市政府顧問, 高雄市政府參議,

 高雄市政府處長, 高雄市議會秘書, 高雄市政府參事, 高雄市議

會秘書長, 高雄市議會室主任, 高雄市體育處處長, 高雄市國稅局

局長, 高雄市監理處處長, 高雄市政府秘書長, 高雄市議會組主任,

93



 高雄市小港區區長, 為高雄市政府參議, 高雄市審計處審計, 高

雄市苓雅區區長, 高雄市審計處稽察, 高雄市國稅局稽核... (260)

台北縣 台北縣縣長, 台北縣議會秘書, 台北縣政府參議, 台北縣政府秘書,

 台北縣政府局長, 台北縣議會主任, 台北縣政府主任, 台北縣議

會組主任, 台北縣議會室主任, 台北縣政府室主任, 台北縣政府副

縣長, 台北縣審計室審計, 台北縣議會秘書長, 台北縣政府主任秘

書, 台灣省台北縣政府局長, 台北縣政府教育局局長, 台北縣政府

文化局局長, 台北縣政府民政局局長, 台北縣政府消防局局長, 台

北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66)

台中市 台中市市長, 台中市政府參議, 台中市政府局長, 台中市議會主任,

 台中市政府秘書, 台中市政府主任, 台中市審計室審計, 台中市

政府副市長, 台中市文化局局長, 台中市衛生局局長, 台中市議會

主任秘書, 台中市政府主任秘書, 台中市環境保護局局長, 台中市

稅捐稽徵處處長, 台中市議會人事室主任, 台中市政府人事室主

任, 台中市政府主計室主任, 台中市榮民服務處處長, 台中市政府

政風室主任, 審計部台中市審計室審計... (38)

台南市 台南市市長, 台南市議會秘書, 台南市政府主任, 台南市議會主任,

 台南市政府局長, 台南市政府秘書, 台南市政府參議, 台南市政

府參議, 台南市政府秘書長, 台南市議會秘書長, 台南市政府副市

長, 台南市審計室審計, 台南市議會主任祕書, 台南市政府主任秘

書, 台南市議會主任秘書, 台南市審計室審計官, 台南市政府政風

室主任, 台南市榮民服務處處長, 台南市政府主計室主任, 台南市

稅捐稽徵處處長... (41)

基隆市 基隆市市長, 基隆市政府局長, 基隆市議會秘書, 基隆市政府主任,

 基隆市政府參議, 基隆市政府秘書, 基隆市議會主任, 基隆市政

府副市長, 基隆市文化局局長, 基隆市政府秘書長, 基隆市審計室

審計, 基隆市議會秘書長, 基隆市議會主任秘書, 基隆市政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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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基隆市政府政風室主任, 基隆市政府人事室主任, 基隆市議

會人事室主任, 基隆市稅捐稽徵處處長, 基隆市政府主計室主任,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局長... (43)

新竹市 新竹市市長, 新竹市議會秘書, 新竹市政府主任, 新竹市政府秘書,

 新竹市政府參議, 新竹市議會主任, 新竹市政府局長, 新竹市政

府副市長, 新竹市文化局局長, 新竹市議會秘書長, 新竹市政府主

任秘書, 新竹市議會主任秘書, 新竹市議會主任祕書, 新竹市政府

人事室主任, 新竹市稅捐稽徵處處長,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局長, 新

竹市政府政風室主任, 新竹市政府主計室主任, 新竹市議會人事

室主任, 台灣省新竹市審計室審計... (30)

嘉義市 嘉義市市長, 嘉義市政府主任, 嘉義市政府局長, 嘉義市政府秘書,

 嘉義市議會秘書, 嘉義市政府參議, 嘉義市政府參議, 嘉義市審

計室審計, 嘉義市文化局局長, 嘉義市議會秘書長, 嘉義市衛生局

局長, 嘉義市政府副市長, 嘉義市政府主任秘書, 嘉義市政府人事

室主任, 嘉義市稅捐稽徵處處長, 嘉義市政府政風室主任, 嘉義市

政府主計室主任, 嘉義市榮民服務處處長, 嘉義市環境保護局局

長, 審計部嘉義市審計室審計... (36)

桃園縣 桃園縣縣長, 桃園縣政府秘書, 桃園縣政府參議, 桃園縣政府局長,

 桃園縣議會秘書, 桃園縣政府主任, 桃園縣政府參議, 桃園縣議

會主任, 桃園縣衛生局局長, 桃園縣政府室主任, 桃園縣文化局局

長, 桃園縣議會秘書長, 桃園縣政府副縣長, 桃園縣議會主任秘書,

 桃園縣政府主任秘書, 桃園縣稅捐稽徵處處長, 桃園縣榮民服務

處處長, 桃園縣政府人事室主任, 桃園縣政府政風室主任, 台灣省

桃園縣政府局長... (39)

新竹縣 新竹縣縣長, 新竹縣議會秘書, 新竹縣政府局長, 新竹縣政府參議,

 新竹縣政府參議, 新竹縣政府秘書, 新竹縣政府主任, 新竹縣議

會主任, 新竹縣審計室審計, 新竹縣衛生局局長, 新竹縣議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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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新竹縣政府副縣長, 新竹縣文化局局長, 新竹縣政府主任秘書,

 新竹縣議會主任秘書, 新竹縣議會議事組主任, 新竹縣稅捐稽徵

處處長, 新竹縣政府人事室主任, 新竹縣榮民服務處處長, 新竹縣

議會總務組主任... (45)

苗栗縣 苗栗縣縣長, 苗栗縣政府主任, 苗栗縣政府秘書, 苗栗縣議會主任,

 苗栗縣政府局長, 苗栗縣政府參議, 苗栗縣政府參議, 苗栗縣議

會秘書長, 苗栗縣文化局局長, 苗栗縣審計室稽察, 苗栗縣消防局

局長, 苗栗縣政府副縣長, 苗栗縣政府秘書長, 苗栗縣政府主任秘

書, 苗栗縣政府政風室主任, 苗栗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苗栗縣政府

人事室主任, 苗栗縣環境保護局局長, 苗栗縣稅捐稽徵處處長, 苗

栗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37)

台中縣 台中縣縣長, 台中縣政府局長, 台中縣政府秘書, 台中縣政府參議,

 台中縣議會主任, 台中縣議會秘書, 台中縣政府主任, 台中縣政

府參議, 台中縣政府副縣長, 台中縣議會秘書長, 台中縣消防局局

長, 台中縣文化局局長, 台中縣衛生局局長, 台中縣議會主任秘書,

 台中縣政府主任秘書, 台中縣榮民服務處處長, 台中縣政府政風

室主任, 台中縣政府人事室主任, 台中縣環境保護局局長, 台中縣

政府主計室主任... (38)

南投縣 南投縣縣長, 南投縣政府秘書, 南投縣政府參議, 南投縣議會主任,

 南投縣政府局長, 南投縣議會秘書, 南投縣政府參議, 南投縣政

府主任, 南投縣分局分局長, 南投縣政府秘書長, 南投縣議會主任

秘書, 南投縣政府主任秘書,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南投縣政府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政府政風室主任, 南投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南

投縣榮民服務處處長, 南投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南投縣政府衛生

局局長, 台灣省南投縣審計室審計... (40)

彰化縣 彰化縣縣長, 彰化縣議會秘書, 彰化縣政府主任, 彰化縣政府局長,

 彰化縣議會主任, 彰化縣政府參議, 彰化縣政府秘書, 彰化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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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參議, 彰化縣議會秘書長, 彰化縣衛生局局長, 彰化縣政府副縣

長, 彰化縣審計室審計, 彰化縣分局分局長, 彰化縣文化局局長, 

彰化縣政府主任秘書, 彰化縣議會主任秘書, 彰化縣政府政風室

主任, 彰化縣稅捐稽徵處處長, 彰化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彰化縣環

境保護局局長... (41)

雲林縣 雲林縣縣長, 雲林縣議會秘書, 雲林縣政府秘書, 雲林縣政府局長,

 雲林縣議會主任, 雲林縣政府主任, 雲林縣政府參議, 雲林縣政

府參議, 雲林縣政府副縣長, 雲林縣文化局局長, 雲林縣審計室稽

察, 雲林縣衛生局局長, 雲林縣議會秘書長, 雲林縣審計室審計, 

雲林縣政府秘書長, 雲林縣政府主任秘書, 雲林縣政府政風室主

任,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局長, 雲林縣政府人事室主任, 雲林縣議會

人事室主任... (36)

嘉義縣 嘉義縣縣長, 嘉義縣議會主任, 嘉義縣政府參議, 嘉義縣議會秘書,

 嘉義縣政府秘書, 嘉義縣政府主任, 嘉義縣政府局長, 嘉義縣政

府副縣長, 嘉義縣衛生局局長, 嘉義縣文化局局長, 嘉義縣議會秘

書長, 嘉義縣政府主任秘書, 嘉義縣議會主任秘書, 嘉義縣環境保

護局局長, 嘉義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嘉義縣政府政風室主任, 嘉義

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嘉義縣稅捐稽徵處處長, 嘉義縣觀光旅遊局

局長, 嘉義縣政府人事室主任... (33)

台南縣 台南縣縣長, 台南縣政府主任, 台南縣議會主任, 台南縣議會秘書,

 台南縣政府局長, 台南縣政府秘書, 台南縣政府參議, 台南縣政

府副縣長, 台南縣消防局局長, 台南縣文化局局長, 台南縣政府秘

書長, 台南縣議會秘書長, 台南縣衛生局局長, 台南縣議會主任秘

書, 台南縣政府主任秘書, 台南縣政府人事室主任, 台南縣政府政

風室主任, 台南縣環境保護局局長, 台南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台南

縣榮民服務處處長... (32)

高雄縣 高雄縣縣長, 高雄縣政府局長, 高雄縣政府參議, 高雄縣議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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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縣議會秘書, 高雄縣政府秘書, 高雄縣政府主任, 高雄縣審

計室審計, 高雄縣政府副縣長, 高雄縣政府主任秘書, 高雄縣議會

主任秘書, 高雄縣政府政風室主任, 高雄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高雄

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高雄縣政府主計室

主任, 高雄縣政府農業處處長,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局長, 高雄縣政

府新聞處處長, 高雄縣政府勞工局局長... (46)

屏東縣 屏東縣縣長, 屏東縣政府主任, 屏東縣政府參議, 屏東縣議會主任,

 屏東縣政府秘書, 屏東縣政府局長, 屏東縣議會秘書, 屏東縣政

府參議, 屏東縣政府副縣長, 屏東縣議會秘書長, 屏東縣審計室審

計, 屏東縣消防局局長, 屏東縣政府主任秘書, 屏東縣議會主任秘

書, 屏東縣政府政風室主任, 屏東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屏東縣政府

人事室主任, 屏東縣稅捐稽徵處處長, 屏東縣榮民服務處處長, 屏

東縣環境保護局局長... (35)

宜蘭縣 宜蘭縣縣長, 宜蘭縣政府局長, 宜蘭縣政府主任, 宜蘭縣政府參議,

 宜蘭縣政府秘書, 宜蘭縣政府參議, 宜蘭縣議會主任, 宜蘭縣審

計室審計, 宜蘭縣分局分局長, 宜蘭縣議會會計主任, 宜蘭縣議會

主任秘書, 宜蘭縣稅捐稽徵處處長, 宜蘭縣政府財政處處長, 宜蘭

縣政府民政處處長, 宜蘭縣政府計畫處處長, 宜蘭縣政府政風室

主任, 宜蘭縣政府工務處處長, 宜蘭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宜蘭縣政

府人事室主任,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處長... (46)

台東縣 台東縣縣長, 台東縣政府參議, 台東縣政府主任, 台東縣議會主任,

 台東縣政府秘書, 台東縣政府參議, 台東縣政府局長, 台東縣議

會秘書長, 台東縣政府副縣長, 台東縣議會主任秘書, 台東縣政府

主任秘書, 台東縣審計室審計官, 台東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台東縣

政府政風室主任, 台東縣環境保護局局長, 台東縣議會人事室主

任, 台東縣榮民服務處處長, 台東縣榮民服務處副處長, 台灣省台

東縣審計室審計, 台灣省台東縣審計室稽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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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花蓮縣縣長, 花蓮縣政府參議, 花蓮縣政府參議, 花蓮縣政府主任,

 花蓮縣政府秘書, 花蓮縣政府局長, 花蓮縣議會秘書, 花蓮縣議

會主任, 花蓮縣政府副縣長, 花蓮縣審計室審計, 花蓮縣文化局局

長, 花蓮縣議會秘書長, 花蓮縣政府秘書長, 花蓮縣議會主任秘書,

 花蓮縣政府主任秘書, 花蓮縣榮民服務處處長, 花蓮縣政府人事

室主任, 花蓮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處長, 花蓮縣

政府主計室主任... (39)

澎湖縣 澎湖縣縣長, 澎湖縣政府局長, 澎湖縣政府參議, 澎湖縣政府主任,

 澎湖縣政府秘書, 澎湖縣議會秘書, 澎湖縣議會主任, 澎湖縣政

府參議, 澎湖縣消防局局長, 澎湖縣政府副縣長, 澎湖縣農漁局局

長, 澎湖縣議會秘書長, 澎湖縣文化局局長, 澎湖縣農業局局長, 

澎湖縣議會主任秘書, 澎湖縣政府主任秘書,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局長, 澎湖縣政府人事室主任,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澎湖縣環

境保護局局長... (37)

金門縣 金門縣縣長, 金門縣政府主任, 金門縣議會秘書, 金門縣政府參議,

 金門縣政府秘書, 金門縣議會主任, 金門縣政府參議, 金門縣政

府局長, 金門縣衛生局局長, 金門縣地政局局長, 金門縣議會秘書

長, 金門縣政府副縣長, 金門縣文化局局長, 金門縣政府主任秘書,

 金門縣議會主任秘書, 金門縣政府政風室主任, 金門縣政府主計

室主任, 福建省金門縣政府局長, 金門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金門縣

稅捐稽徵處處長... (41)

大學 國防大學校長, 中央警察大學技正, 國立中興大學秘書, 國立中央

大學秘書, 國立政治大學技正, 國立空中大學秘書, 國立成功大學

技正, 國立台北大學秘書, 國立交通大學秘書, 國立台灣大學秘書,

 國立空中大學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秘書, 國立台北大學編纂, 國

立成功大學秘書, 國立台灣大學主任, 國立台東大學主任, 國立陽

明大學秘書, 國立中興大學技正, 國立台灣大學編纂, 國立空中大

99



學處長...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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