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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特約通譯名冊 

任期 108.11.1~110.10.31 

編號 通曉語言 姓 名 聯絡電話 備 註 

1 英文 林郁珮 0912-575112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1 款 (托福 533分,相當於英

檢中級;續聘) 

台中市西區 

2 英文 蕭秀桃 0911-125238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1 款 (多益 910分,相當於英

檢中高級;續聘) 

台中市西屯區 

3 英文 曹凱雯 0933-906080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2款(前南開科教大學外語中

心英文講師; 續聘) 

台中市豐原區 

4 英文 曹子暉 0928-038303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1款（多益 845，相當英檢中

高級;續聘) 

台中市豐原區 

5 

英文 

法語 

排灣語 

張秀絹 0919-042101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2款（大仁科技大學副教授; 

續聘) 

屏東市 

6 西班牙語 吳宜蓁 0958-799883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 (院方特約通譯;續聘) 

台中市西屯區 

7 西班牙語 梁文芬 0955-436845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2款（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

系副教授;續聘) 

台中市沙鹿區 

8 日語 陳文瑛 0937-304526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1款（日語檢定 1 級;續聘) 

台中市西區 

9 日語 何采盈 0937-765321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1、5款（院方特約通譯;日語

檢定 1級;續聘) 

台中市大里區 

10 泰語 張仁生 
04-22548883 

0932-514371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 (院方特約通譯;續聘) 

台中市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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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特約通譯名冊 

任期 108.11.1~110.10.31 

編號 通曉語言 姓 名 聯絡電話 備 註 

11 泰語 洪傑儒 0923-324567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院方通譯；續聘) 

台中市太帄區 

12 越南語 魏秀月 
0960-100038 

0912-583401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移民署通譯；具中華民

國身分證;續聘)台中市豐原區 

13 越南語 陳金月 0952-851350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 (院方特約通譯;具中華

民國身分證;續聘) 

台中市北區 

14 越南語 阮英書 
04-22390608 

0912-063859 

符合要點第3點第5款(院方特約通譯;具中華民

國身分證;續聘) 

台中市北屯區 

15 越南語 潘蕙芝 
0912-379135 

0920-379135 

符合要點第3點第5款(院方特約通譯;越南經管

碩士;具中華民國身分證;續聘) 

台中市南屯區 

16 越南語 杜清萍 0920-680062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3款（越南河內大學中文系畢

業；具中華民國身分證；續聘) 

台中市南屯區 

17 越南語 陳寶兒 0975-140832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仲介公司通譯;續聘) 

台中市西屯區 

18 越南語 李玉鳳 
049-2261898 

0921-012371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院方通譯;南投地院家

事調解委員；具中華民國身分證；續聘) 

南投縣南投市 

19 緬甸語 楊文 0919-915038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台中市政府通譯；移民

署通譯庫緬甸語進階培訓課程結業；續聘) 

台中市北屯區 

20 印尼語 鄭露茜 
0926-552630 

0933-845499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5 款（院方特約通譯;印尼

BINA NUSANTARA 大學畢業;印尼籍，具中華民國

身分證;台中市西區衛生所移民署服務站通譯人

員，移民署通譯人員進階陪訓結業；續聘) 

台中市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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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特約通譯名冊 

任期 108.11.1~110.10.31 

編號 通曉語言 姓 名 聯絡電話 備 註 

21 印尼語 陳妍蓁 0913-252152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5 款(院方特約通譯; 印尼

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續聘) 

台中市北屯區 

22 印尼語 張雅甯 0905-936862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1款（具中華民國身分證;續

聘) 

台中市新社區 

23 
印尼語 

爪哇語 
廖轉運 0981-150125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3款（印尼泗水市大主教大學

畢業;具中華民國身分證；印尼語導遊；續聘) 

台北市信義區 

24 印尼語 彭麗麗 0919-098395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5 款(院方特約通譯; 印尼

籍，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續聘) 

南投縣鹿谷鄉 

25 印尼語 郭藍妮 
04-22328568 

0978-573768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5 款(台中市政府特約通譯; 

印尼語導遊，具中華民國身分證; 續聘) 

台中市北區 

26 手語 劉怡貞 0931-036378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4款（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

續聘) 

台中市北屯區 

27 手語 黎淑華 
037-338848 

0932-614527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4款（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

續聘) 

苗栗縣苗栗市 

28 手語 李信賢 0911-992991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4款（手語翻譯丙級技術士;

續聘) 

嘉義市 

29 手語 張郁 
04-22635498 

0921-398829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 (院方特約通譯;手語翻

譯丙級技術士暨乙級測試監評人員；續聘) 

台中市南區 

30 客家語 張榮福 
037-832309 

0952-751401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7 年四縣客語中級認

證合格;續聘) 

苗栗縣南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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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特約通譯名冊 

任期 108.11.1~110.10.31 

編號 通曉語言 姓 名 聯絡電話 備 註 

31 客家語 羅淑華 
04-25243536 

0916-811760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7 年四縣客語中高級

認證合格;續聘) 

台中市豐原區 

32 客家語 彭勝達 
037-264138 

0966-652836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7 年四縣客語中高級

認證合格;續聘) 

苗栗縣苗栗市 

33 客家語 李美德 
037-981036 

0934-027086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7 年四縣客語中高級

認證合格;續聘) 

苗栗縣銅鑼鄉 

34 布農族語 
辜木水 

（伍浪.瑪里拜央） 
0986-665477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7 年原住民族巒群布

農語認證合格;續聘） 

南投縣埔里鎮 

35 布農族語 伍錐 
049-2701923 

0911-106542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4 款（98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考試郡群布農語口試委員;續聘) 

南投縣信義鄉 

36 
布農族語 

(巒社語) 
乎乎姆〃哪海抒嵐 

049-2701242 

0921-928433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0 年原住民族巒群布

農語認證合格;續聘) 

南投縣信義鄉 

37 
布農族語 

(巒社語) 
撒伊〃伊斯卡卡夫特 

049-2701242 

0921-100223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 (院方特約通譯;續聘) 

南投縣信義鄉 

38 布農族語 
邱孟玲 

(Malas.Isdahuan) 
0910-005055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6 年原住民族郡群布

農語認證合格;續聘) 

台中市南屯區 

39 
布農族語 

(巒社語) 
撒伊〃伊斯卡卡夫特 

049-2701242 

0921-100223 
符合要點第 3點第 5款 (院方特約通譯;續聘) 

南投縣信義鄉 

40 賽夏語 潘菊蓮 
037-821362 

0982-808850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7 年原住民族賽夏語

認證合格;續聘) 

苗栗縣南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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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特約通譯名冊 

任期 108.11.1~110.10.31 

編號 通曉語言 姓 名 聯絡電話 備 註 

41 阿美族語 林信美 
04-7786818 

0988-789339 

符合要點第 3 點第 1 款（91 年原住民族阿美語

認證合格;續聘) 

彰化縣福興鄉 

 

承辦人：文書科科長 林智惠 （聯絡電話：（04）22232311轉 2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