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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教學部員考試合格名單 

東部區 
蘭陽本部 
壯年部 洪建興 游來福  
婦人部 洪玲紅 方素玉 游梅鳳 鐘美華 邱淑秋 藍錦治 李麗蘭 羅素蓮 林美惠 

王淑華 林玉梅 楊順如 黃淑良 林秀勤 彭玉秀 吳瑞真 張玉蘭 許淑齡 
陳玉琴 鄭素蘭 李麗滿 程文芳 林貞亦 鄭育卿 游淑貞  

男子部 李秀益 黃俊銘 魏慶龍 陳世修 陳瑞崇  
女子部 李嘉琪 李莉芳 簡清華 蔡旻恬 林祐瑜 廖培琦 蔡旻妙 林思祈 張榕翔 林郁詩  

鄭淑雁 
花蓮本部 
壯年部 林永在 楊榮光 張漢達  
婦人部 曾梅蘭 陳貴美 鄭麗華 徐敏珍 陳虹妙 黃貴禎 翁玉芳 莊智琤 唐美真 田素花  

費桂花  
男子部 張閔雄 蔡維陽 黃志源 鍾一丞 陳瑋鑫 林仲仁 楊遵璇 洪達玄 陳瀅存  
女子部 劉玉琴 黃翊婷 劉佳虹 夏芷莉 
 
東北區 
基隆東本部 
壯年部 林清溪  
婦人部 黃素珠 謝惠英 楊素珠 楊春子 陳仲琪 楊沛晴 魏麗雪 郭艷惠 方淑純 林美春  

江玉華 葉妙玲 顧季良 周秋月  
男子部 張凱翔 周建燉 陳文龍 李承憲  
女子部 陳宜伶 林芳亦 江淑婷 翁詩怡 李珮瑜 劉妙菁 
 
基隆北本部 
壯年部 曾城富 黃忠慶 余南慶 莊得意 鄭進福  
婦人部 賴美伶 黃台香 楊秋英 董秀蘭 楊孝鳳 陳淑慧 林高輝 鐘佳珍 洪毓瑛 吳林麗惠 

張麗滿 高子晴 謝淑華 周子仁 林  盡 趙芳怡 胡琢環 李麗卿 廖連鳳 余明潔  
許藝琦 陳憓澐 簡妙嬋 陳莉萍 劉瓊珍 陳樺蓁 莊呂秀貴 林淑真 連乙靜 趙麗芳  

男子部 黃健強 白偉正 張吉霖 許進富 卓訓生 張梓義 胡家銘 廖育章 廖偉志 
女子部 施玉娟 葉雅雲 周惠雯 謝怡如 陳思蓉 鄭詠倩 林倩瑜 霜佩吟 羅方君 趙靜柔 
 
成功本部 
壯年部 戴瑞寬 邱仁壽 蕭啟銘 簡忠傑 陳昭文 黃坤榮 劉居誠 鐘隆洲 黃光榮  
婦人部 徐素珍 吳秀娟 張錦堆 黃秀滿 宇野加奈子   黃佳慧 黃麗花 宋麗鶴 林玉美  
    賴錦菊 張春蘭 陳美英 陳怡如 許淑華 謝宜珮 蘇雅芳 宋松英  
男子部 郭柏群 林欣政 張世欣 馮瀚鋒 廖正達 林丕明 鄭斯介 蘇重揚 陳嘉慶 蔡承遠  
    蔡東儒 曾敬翔 潘德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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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部 陳怡妃 黃祈禎 張宛琳 劉宜芬 謝雅茹 謝佳妏 許雅雲 彭于瑛 錢美均 周瑋雯 
 
台北東區 
民權本部 
壯年部 李廣清 鄭丕振 賴進發 洪  回 余崇盛 黃桂文 陳銘貴 黃永吉 廖明勳 游再生  
婦人部 李明美 潘琇蓉 楊美秀 陳碧珍 陳寶貝 黃蘭婷 黃蓮嬌 黃美玲 何淑芳 石逸芬  

游淑美 江富英 蕭麗卿 周靜江 黃劉菜 蘇佳玲 鄭秀眉 王麗璧 黃麗娜 陳麗絹  
劉月蓮 林陳秋鳳      謝惠宜 胡魏蜜 陳褔蔭 簡錦卿 呂秀雲 婁屏珍 林姿妤  
高麗玉 林秀霞 留玉滿 羅秀美 彭眉婕 彭淑宜 焦台芳  

男子部  陳文德 張皓然 游本儀 陳映亨  
女子部  黃琳晴 蘇容璉 王昭孌 余姿慧 王妹梅 傅之烜 何雅婷 王韶苑 李思儀 徐雅惠  

蘇郁雯 劉力熒 林怡君 謝文綺 張依珊 廖珮玟 張瑋瑄 張瑋嬙 
中山本部 
壯年部 李鶴銘 黃彥凱 游加全 高世榮 林士民  
婦人部 廖璧玉 黃鸞椒 曾秀媛 沈宜萱 趙敏慧 吳佳穗 邱月珍 黃秋琴  
男子部 陳宏吉 邱瑞鈞 吳宜璟 陳威良  
女子部 陳美秀 鄭如伶 盧伊玲 張淑雯 蔡佳靜 張雅媚 李宜臻 李宜純 熊婉茜 李薇如 
 
台北北區 
北投本部 
壯年部 李文平 高重靈 林宜璨 蕭慶霖 陳永勝 
婦人部 王恩洵 湯美麗 盧陳麗琴 林秀蓮 陳姵妤 王宣文 施紅綺 張媛雪 朱玉環 李春滿 

陳玉蘭 高立芸 盧汝貞 陳文芬 呂阿環 鄭芙蓉  
男子部 林代明 莊俊哲 王懷德 黃文松 許明山 張晏瑋 陳昱志  
女子部 許敏瑜 張圓珠 陳靜逸 楊琇媚 李靜鎂 林慧萍 陳芝瑜 黃瑜芳 林曉茹 李靜雯  

孫佩瑜 黃雅玉 
文林本部 
壯年部 李生根 李大成 黎振全 龔阿王 陳志信 謝佳良 楊錦清 吳明修 謝炳輝 楊德馨  

嚴志強  
婦人部 吳企慧 楊璧瑩 張素蘭 徐慧貞 王錦貴 太田清子 葉純純 何瑞美 吳鳳嬌 陳麗雲 

吳 尾 王英美  
男子部 陳彥良 孫興棠 陳萬福 鐘源宏 李育叡  
女子部 陳玉英 張玉珍 魏婉如 陳威倫 陳瑋瑾 吉田純子 許雁涵 徐維聆 李盈瑩 鄭雅文 

鄭如涵 
 
台北西區 
承德本部 
壯年部 黃永川 林國祥 黃清宏 李輝台 林獻堂 劉復慶 黎勝鋼 王文村  
婦人部 王金魄 劉志松 劉素蘭 陳勉方 顏甄靜 江素真 孫金玉 易玲君 呂美月 王秀芳  

汪蟬琴 羅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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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部 羅順耀 吳振宇 謝文和 陳皆宏 黃俊瑋 周淵清 潘威達 陳囿竹 鄧毓廷  
女子部 薛美文 蔡依倫 陳逸榛 陳菁紋 張彩鶴 楊雅嵐 陳美玲 林秋萍 許玉如 詹淑鈴  

陳思穎  
萬城本部 
壯年部 游景潭  
婦人部 李貴美 魏梅如 劉淑眉 簡伉雪 陳雪霞 莊素玲 游瓊鈴 王淑梅 吳玉珠 蕭素娟 
男子部 池俊輝 范珀翟 張育銓 陳懷恩 
女子部 范云瑄 沈秀鳳 余曉茵 楊淑玲 林詩婷 陳盈君 林慧雯 陳品潔 官曉姍 高嘉伶  

莊璧嘉 馬琬婷 
 
台北南區 
仁愛本部 
壯年部 郭棟樑 余自立 黃品全 張宏名 劉 垚 陳根成 劉文雄  
婦人部 劉福珍 謝麗玉 蘇懷如 吳淑桂 林珠蘭 李宜芳 陳素娥 張麗芬 馬靜雯 鄭緩華  

薛金子 趙芷嫺 吳婷婷 廖美麗 蘇美華 劉素萍 范淑娟 劉林妍伶 王柔人 王梨敏 
林安琪 張婕莛 鍾淑媛 張碧月 張美女 鍾雲娘 游妙枝 林淑珠 陳月娥 洪桂玉  
高素美  

男子部 詹仁達 余奇安 賴昱宏 林岷政 江再鉀 張益銘 賴勇任 王文宇 吳孟宸 陳勇廷  
吳竑毅  

女子部 張慧敏 張鳳如 魏怡文 王文君 陳佳琪 邱鳳鳴 潘春如 林麗甄 江美鳳 王靖怡  
林佳瑩 莊佩雯 羅依凡 郭紋穎 

文新本部 
壯年部 李傑生 賴秋欽 黃仁佑 黃鴻銘 陳炳坤 顏富雄  
婦人部 曾婷欣 趙淑英 楊梅雪 陳宛欣 王文君 施妹里 黃秀花 洪秀玉 龔秀美 李秀玲  

許馨云 呂翠雲 廖曉芬 吳婉玉 張秋英  
男子部 林子傑 陳誌彬 李雍民 李宏銘 邱進發 洪誌隆 蔡文龍 余欽隆 林恆輝 鍾政志  

柯遜強 卓增盈 陳柏汎 李俊蔚 吳佳峻 葉正杭 胡竣捷 文俊梧  
女子部 廖婉春 何惠萍 蘇純琪 李秋芬 傅韻如 黃意萍 楊曉琦 陳佩娟 
 
橋和區 
雙和本部 
壯年部 廖平和 王宸祐 陳銘宗 李慶益  
婦人部 劉素瑛 林素年 張立娟 簡麗雲 黃紫霞 蕭蔡淑真 湛佩綾 夏德紅 黃麗琴 鄭慧卿 

劉冠伶 鍾 春 蕭妤珊 梁乙棋 林庭容 陳玟琴 黃玉配 蔡惠菁 何佳玲  
吳陳秀玉 魏令佩 鄭玉霜 謝淑惠 林慧婉 莊麗蓉 許碧素 林昭玲 陳秀珠  

男子部 徐榮成 陳有維 施偉雄 黃智祥 陳隆昌 郭惟信 呂永章 黃永森 廖文楷 曾彥傑  
羅子修 張立人  

女子部 陳怡伶 謝佩珍 潘琇菱 賴彥穎 徐靜惠 廖小倩 黃姿菁 呂孟燕 簡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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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城本部 
壯年部 楊  定 楊平治 林建宗 林順福 陳斌海 謝冠增 張定國 白一修  
婦人部 陳麗楓 蔡桂玲 杜明月 蕭月嬌 廖敏惠 吳美玉 郭文娟 吳  銀 謝美英 白年仔  

古秀香 吳素玲 黃麗華 陳素香 林淑瓏 楊國珍 黃雪珍 林美娘 徐秀鳳 陳美蘭  
賴金雀 陳蔡秀來 黃秀月  

男子部 朱起民 羅立德 施慶鍾 陳宥任 劉德順 余俊明 張家源 蘇春木 莊健鋒 蕭于竣  
簡于傑 陳俊諻 蘇祥瑋 黃安凱  

女子部 余依錚 黃淑鈴 孫崢瑜 陳嘉琪 梁乃苹 黎玉蘭 林悄芳 曾姵寧 莊湘玲 劉佩柔  
蘇祥瑜 李巧雯  

板樹本部 
壯年部 林義豐 陳岳開 王棋森 陳正貴 游鍾良 薛柳茂 黃高鴻 張兆欽 江明崑 林廣盛  

江俊吉  
婦人部 張鳳仙 蕭秋杏 邱淑珍 李春美 劉蓉蓉 林瑋琪 吳金燕 林玉娟 陳明錦 游明珍  

洪筱玟 林淑珠 吳儀珍 林幸怡 劉維芬 李毓婷 陳秀琴  
男子部 鄭宇辰 黃卓群 游欣紹 李威龍 施孝儒 張傑盛 江佑展  
女子部 程盈箏 林伊葦 柯欣怡 周千玉 方思又 黃邵鈺 張佩沂 
 
三新區 
三重本部 
壯年部 鄭正昌 彭文財 李春輝 王勝傑 謝宗男 黃淵正  
婦人部 王冠蓉 吳美玲 李宜君 陳賢娟 賴連嬌 呂玉梨 施燕玲 陳淑嬌 李清秀 黃秋玉  

王毓旎 李美滿 陳淑雯 陳淑卿 連瑋潔 林于暄 陳玉金 陳阿雁 顏  滿 楊麗霞  
黃玉芳 盧雲珠 翁寶玉 方春蘭 呂月娥 王鳳岑 廖秀蘭  

男子部 趙世偉 林聰義 李昭億 陳茂生 吳信霆 劉俊佑 張益誠 黃浚哲 楊青倫 楊修智  
陳銘正 陳伊榕  

女子部 陳秋雯 蔡佩雯 洪錦慧 盧慧樺 王月霞 蘇春蘭 楊英珮 許夏珮 李蓓莉 黃淑君  
蔡菁玲 熊玲杏 張嘉琦 張莉容 施育芳 簡意珊 黃金玉 

新莊本部 
壯年部 黃忠雄 楊春福 劉貴島 翁參圍  
婦人部 鍾麗雲 吳素銖 錢良玉 施明珠 陳苹宛 吳婉綾 王美玲 呂冠儀 黃如惠 曾淑芳  

洪淑女 鄭淳宜 張桂珠 劉 靜 黃詠琪 陳珠月 柯淑貞 廖玉慧 蔡淑貞 吳珮琳  
洪碧華  

男子部 賴志明 林世南 曾俊彬 胡國書 林智盛 林元策 陳啟瑞 塗彥凱 莊詠程  
女子部 劉若慈 張雅婷 陳惠燕 王瓊敏 張涵嵋 廖姿婷 游文玲 楊恂涵 許珍禎 鍾孟姍  

王惠純 
 
桃縣區 
桃東本部 
壯年部 洪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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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部 呂楊鳳英 李玉鳳 賴玉蘭 賴玉霞 林秀娟 呂淑芬 游仁秀 許秀媛 朱淑美 王阿敏 
謝碧齡 陳皇雙 尹德芸 蔡良惠 余姍桂 楊香桃  

男子部 林德祥 蕭永盛 鄒志祥 廖偉傑 陳明鐘 許惠湫 林承儒  
女子部 徐湘菱 余雪華 張曉玫 張惠雯 邱筱敏 蘇雅玲 陳惠湞 葉佳妍 彭怡菁 邱美滋  

林佩萱 陳欣慈 林桂玉 
桃西本部 
壯年部 朱永富 陳世聰 陳正郎 蔡錫禎  
婦人部 邱美櫻 呂瓊美 李玉娟 邱淑琴 吳靜惠 葉佩茹 李彩霞 張美芳 張秀靜 劉寓華  

羅小娟 李美娟 許清玫 范玉蓮 吳寶鈴 邱秀美  
男子部 陳順龍 劉信甫  
女子部 陳冠樺 郭靜宜 陳佳琳 康秀允 羅惠如 郭慧玲 林依潔 黨雅薇 張婉貞 
 
八德本部 
壯年部 黃坤常 古金雄 邱垂飛 魏木昌  
婦人部 周莉華 邱婕榕  劉妙芬 邱月霜 陳美惠 陳香珠 鄭金雀 鄒寶玉 曾姬禎 劉月華  

林淑慧 許張春梅 傅炳英 張美玲 黃丈娟 李明蘭 古春香 劉  雪 彭翠玉 洪淑萍 
宋敏秀 陳美良  劉慧儀 郭素金 謝秋菊  

男子部 莊政圜 王裕棚  郭宗文 周王培 解明權  
女子部 簡至慧 呂宜鵑  呂湘婷 朱婉萍 李瑜屏 彭思嘉 
 
中平本部 
壯年部 曾文正 邱清河 張善平 楊文能 李勝堂 徐雲盛  
婦人部 莊金蓉 廖麗秋 吳惠娟 江美貞 楊錦治 彭兆娥 鄭淑媛 黃琇蘭 張孟淳 鄧桂美  

謝文惠 周宜蓉 莊紅幼 邱瑞香 林雅能 施育珍 黃惠悟 林瑞惠 許芬青 宋錦蘭  
林惠敏 徐維憶 鄧茶妹 蔡淑美 劉來英 林桂珠 鄭麟鳳 葉秋梅 蔡金枝 程燕秋  
許順媚 許慈愛 謝垂倩 何明隨 鍾鋆 陳曼禎 張淑惠  

男子部 邱顯濱 李大瑋 王新議 江俊欣 鄧喬方 黃柏青 黃俊理  
女子部 嚴淑娟 黃佳琳 彭玉玲 吳春潓 陳芳怡 黃芩珊 劉亞亭 徐郁雯 鄧筱蓉 楊偉吟  

徐茗慧 林儷涵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年部 林金輝 陳能標 彭崧庭 邱瑞鵬 彭作墝  
婦人部 林讌如 鍾瑞珠 張儀珍 趙玲玲 江瑞娥 張景惠 洪惠萍 鄧明珠 曾玉嬌 葉秀麗  

陳麗莉 葉婉茜 留銀鑾 黃招治 吳玉連 邱美枝 張美萍 黃淑君 林麗鳳 林淑貞  
賴素潔  

男子部 朱良忠 彭育健 鍾明森 楊財吉 柯景耀 彭義強 李周昱  
女子部 徐涓云 劉曉吟 張明珠 黎杏燕 姜敏華 黃資然 邱運蓉 林育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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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本部 
壯年部 羅天資 張嘉宏 李基壽 陳景煌 薛於藝  
婦人部 邱淑敏 劉  莉 莊秀滿 謝宜桂 林鳳嬌 蔡麗珠 陳淑卿 駱麗貞 侯素卿 賴月容  

楊秀珍 林玉櫻 葉麗華 李金連 莊  蜜 陳玉娟 莊秀鈺  
男子部 黃明崢 塗正宗 張守一 黃彥滎 江昌俊 李益彰 張仲賢  
女子部 郭婷芳 蔡孟君 楊偉雯 陳雅英 蔡美芳 連巧伶 周鈴玉 邱心怡 蔡美慧 劉亞欣  

黃玫瑛 李瑜甄 張佳蕙 蘇沂涵 莊育菁 廖怡菁 林凡郁 呂李文 
苗栗本部 
壯年部 黃天賜 何運清 賀正傳 鄒騰林  
婦人部 曾錦芬 劉秋娥 徐美蓮 胡秋嬌 湯椒紾 張素琴 江美月 胡桂綾 林訪賢 
男子部 馬正浩 
女子部 李佳蓉 蔡浩庭 林孟屏 林晴薇 梁惠婷         
                 
台中區 
中豐本部 
壯年部 黃天祐 謝國青 王普榮 黃志榮 王清基 陳錦龍 邱浤賓 鄧進竹 曾義謀 何森忠  

林鴻榮  
婦人部 蔡慧玉 江淑芬 吳淑雲 尹麗娟 張淑慈 李素玫 鐘素珍 吳采娥 陳素蘭 吳麗真  

劉美鳳 林佳霓 游秀真 張曉綺 謝碧霞 馬瑜廷 彭湘玲 鄭槴蓮  
男子部 林漢斌 林樹金 許國斌 林天翔 鐘坤欽 陳永旻 陳峻陞  
女子部 邱玄瑜 陳雅如 陳淑玲 黃婷詩 張秀雯 廖晨雅 林素貞 洪詩珣 黃詩容 劉雅蓉  

游姿菱 王佳琳 王姿涵 
中興本部 
壯年部 陳光照 紀榮宗 張伯中 歐進輝 張光鮮 王金龍  
婦人部 謝瓊華 林淑惠 李宜勳 杜芊慧 洪秀桃 翟台秀 林幸真 廖秀紫 吳張碧丹 李靜玉 

孫美芳 黃燕琴 嚴美米 張雅嵐 謝玉春 林碧霞 李春蘭 陳春蕊 江立芳 陳秀香  
詹彩禾 梁林碧桃 賴惠貞 陳麗卿  

男子部 張金池 楊健森 薛復仁 廖述奇 陳鈞柏 柴正鈞 丁文偉 謝旭昇 林家存 莊偉宏  
陳文鴻 蔡忠蒼 李志文 簡志剛 許家斌 林新皓 王嘉麒 鄧邦毅 劉易璁 郭政宜  

女子部 林宥辰 紀秀芬 李宜樺 李慧卿 張雅荏 吳宛玲 林芬蘭 黃淑琴 蔡心玨 蔡惠甄  
何紀妮 張茗盈 丁筱婷 朱妤淇 

中投本部 
壯年部 李雅彥 陳永典  
婦人部 陳素默 謝美麗 黃素秋 賴桂技 林青慧 劉淑合 陳碧玉 李淑萍 俞淑芬 賴彩蓮  

傅舟伶 陳文玲 王瑪瑛 賴麗旭 謝佩珊 黃水力 林麗香 魏春理 李珍珠 洪黎英  
黃春美 陳素貞 孫憶新 卓富敏 唐貴珠 許  丙 洪素杏  

男子部 盧承聰 曾敬琮  
女子部 洪雅菁 嚴偲云 林怡辰 許瓊珠 張淑媚 廖秀敏 陳瑞青 黃美勳 林孟萱 陳瑩霜  

陳苑禎 陳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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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區 
彰化本部 
壯年部 梁文華 林宏憲 陳金鐘 莊進重 陳緯峻 洪慶宗 陳志興 徐櫻洪 施宜宏 張永寬  

郭延華 施清平 李添燈  
婦人部 黃寶燕 林鳳嬌 梁筵寂 饒寶卿 蔡珀玩 陳紋慧 吳麗雪 林慧姿 陳文惠 蔡梅幼  

張翼雯 蔡淑玲 施雪娥 陳招治 黃錦菊 楊金鳳 陳素貞 張玲瑛 曾勤貞 紀柯麗雲 
沈家莉 周旬緣 梁金英 楊彩哖 林玫君 蕭詠瑜 吳英榛 陳  幼 謝麗雲 謝愛珍  
陳玟秀 呂淑賢 蔡淑女 陳台珍 鄭金玲 林麗君 古淑玲 施蘋芳 陳淑娟 葉鶴蘭  

男子部 謝明志 賴國弘 楊文隆 藍文甫 郭家科 謝明宏 蔡家澤 詹勳龍 邱建信 劉世雄  
楊志宏 許倯源 蔡國祥 劉孟泊  

女子部 施玲娟 柯佳琪 施秀雯 許薰云 許家禎 江嘉惠 胡雅惠 許妃君 李冬巳 楊佳儒  
郭玫君 徐禎偵 林延霖 施佳伶 胡籃云 金慧如 施斐馨 黃玨綾 周欣儀 

雲林本部 
壯年部 鍾進興 許隆闊  
婦人部 賴藝斐 陳如嬌 陳雅甄 陳姿琴 王  愛 林秀桃 黃俞端 許玲 李秀足 許春慧  

王以文 許蓮鳳 廖麗霞 謝淑娥 孫淑員 黃瑞卿 廖明珠 丁美觀 吳淑梅 蔡麗卿  
廖惠茹 陳瓊瑜 吳梅仙  

男子部 蕭世杰 李永欽 柯明昌 廖源益 黃南圖 林俊輝 楊宗憲  
女子部 錢昱朱 張麗秋 黃雅莉 吳美玲 徐碧鴻 高鶯玲 郭佳華 王鐘嬌 林怡秀 張佳雯 
 
嘉義本部 
壯年部 楊逸郡 陳瑞生 張忠義  
婦人部 吳婉玲 蕭妙治 黃秋玲 黃金蓮 陳玉梅 林麗枝 余月連 汪貴美 李芝嫺 梁翠文  

鄭美妃 陳玉雪 陳淑美 賴秋依  
男子部 許嘉寶 陳孟宏 戴嘉亨 劉芳儒 黃繼慶  
女子部 陳雅雪 陳琇慧 高凰書 鄭怡民 
 
台南區 
南瀛本部 
壯年部 周輝明 黃建發  
婦人部 李素琴 蔡文斐 蔡秀莉 李惠美 蔡靜宜 王文琦 王海涵 盧月桂 郭素燕 楊淑惠  

葉芳妏 劉淑卿 黃鈺秀 李文玉 顏金英 沈秋梅 潘月員 郭蘭香 王敏慧 張美貴  
梁維容 王賜香 周佩蓉 陳嬋娟 王金猜 許仙蒂 邱靜枝 張婉榮 翁瓊芬 吳淑燕 
李風敏 鄭素月 吳美津 邱美鳳 方秀真 王  滿 陳美枝 沈金燕 薛英段 黃子珍  

男子部 林建憲 趙日淞 許進明 黃柏霖 羅元鴻 李政學 林彥華 王明山 陳榮萍 詹承霖  
陳建璋 張勝琪 劉世光 許育維  

女子部 蔡玫欣 李明純 郭亦亦 黃瑜 陳惠雯 董素華 林雅惠 陳書滿 吳濡伶 莊錦鳳  
林玟佐 楊雅芳 陳秀珍 林彥呈 張素鐘 蔡欣芳 蔡美霞 李瑋蓁 楊雅君 張雅芬  
楊琬婷 楊佳凌 李易珊 陳路宜 周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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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本部 
壯年部 戴喜良 潘忠強 黃富山 陳建南 沈松祥 李順發 呂信儀  
婦人部 顏春美 陳秀珠 陳槴蜜 黃金霞 陳花丹 楊金花 鄭來受 郭瑞珠 林春惠 沈碧霞  

江詠涵 黃淑娟 葉齡誼 陳梓蕓 傅玉燕 羅麗玉 黃莉芳 黃吳淑娟 蔣美玉 吳淑滿 
陳鍾秀  

男子部 蘇文謙 王詔禾 鄭凱宏 林昌慶 羅凱豪 龔永泰 陳健仁 莊偉哲  
女子部 陳毅祝 蔡紫琳 李季穎 梁雅媚 陳孟秀 郭菁菁 陳憶潔 蔡幸蓉 許心怡 吳千惠  

陳琡涵 
 
高雄北區 
岡城本部 
壯年部 吳萬生 梁瑞安 柯立林 陳慶福 呂進財 蔣文琦 彭之強 李邦業 劉金木 陳鐘銘  
婦人部 湯玉貞 林錦桂 顏慧美 李慧中 吳麗美 張孫連花 王淑華 呂貞蓉 陳琇華 吳麗月 

陳秀雲 陳月媚 吳秀英 王梅花 林清香 洪淑琴 李吳麗珠 蔡蕭員 林金時 羅玟欣 
陳政秀 林玉珍 楊莉燕 葉淑卿 游惠閔 黃碧娥 林秀琍 陳敦霞 蔡桂美 盧慧珍  
劉鳳綿 李雲麗 林碧玉 陳美珍 曹无文 王文鶯 鄭吟嫺 蘇金柳 林秀芬 黃美琴  
李也春 羅西意  

男子部 林仁平 楊紹震 吳國貞 盧建勝 楊俊原 蔡孟謙 王俊強 張原菖 黃怡智 吳季穎  
女子部 李惠茹 余雪萍 黃姿華 黃淑貞 邱鈺婷 林蓮珍 宋素鳳 林雅玲 蔡秋萍 趙彗靖  

余佳蓉 趙惠萱 李幸芬 潘怡慧 陳玟羽 陳亭宇 
三民本部 
壯年部 王伯輝 康德焜 賴長州 洪瑞山 吳欣榮 陳金助 謝志堅 饒永雄 蘇建春 黃德居  

劉光明 張辛峰 何信鎰  
婦人部 陳涵玉 黃雪玲 林英嬌 游賽鸞 黃素娟 鐘麗齡 鍾文惠 吳美娟 邱惠美 黃珮琳  

馬玉珍 江溫娟 陳何純郁 沈麗珠 林阿淑 王昭灑 劉連娣 謝玉芳 何秋蘭  
郭汪金不 彭瑞蓮 李昭瑩 劉  燕 陳秀美 黃瑞華 洪碧雲 巫菊妹 杜碧絨 黎碧輝 
曾馨慧 潘鳳嬌 徐秀英 黃玉燕 許萍芬 黃曉寧  

男子部 洪東吟 陳永成 何宗懋 呂曜任 邱柏侖 王崇一 王友予 吳首孟 劉志祺 陸玄修  
黃文彥 林家源 陳冠鳴 張志豪 黃竣淞 楊曜聰  

女子部 林鈺珮 周美華 吳月麗 黃千文 林雪欄 陳安瑜 陳雅詩 胡茄蓉 林雪莉 黃鈺卿   
張涵雯 郭怡伶 吳維慈 黃詩芳 

 
高雄南區 
高港本部 
壯年部 蔡石義 吳勝輝 顏聰智 林哲勝 潘健隆 池萬興 陳俊雄  
婦人部 孫麗花 黃美惠 陳柳帆 林清雲 方水蓮 邱麗香 施旻利 陳金燕 劉郭敏慧 許素玉 

陳美玲 楊英瑛 蔡秀月 蔡梁金花 吳錦對 陳秀蕾 賴麗園 李簪甄 何玉梅 林清月 
張筱沛 梁謝秀梅  

男子部 洪清白 黃信穎 呂孟彝 莊瑞檳 李其津 蕭文炳 張凱皇 林明儀 顏同泰 劉一龍  
女子部 王惠珊 黃美文 莊莉莉 沈佩諭 李曉玲 張敏芳 葉星鑠 曾郁儒 朱雀珍 李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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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芳 楊千慧  
港都本部 
壯年部 葛有力 游善淵 宋瑞祥 劉福進  
婦人部 蔡阿綢 謝麗雪 卓月嬌 王岡鳳 蔡珀玲 吳美珍 郭秀琴 王善美 夏涓玲 劉嬡玲  

吳麗珠 呂林惠珍 翁麗香 王秋月 潘錦春 劉佩青 朱麗雪 簡敏緣 黃玉美 郭月英 
邱淑敏 陳玉環  

男子部 陳威誌 劉益山 趙俊傑 謝耀中 葉景文 黃郁仁 李光宙 蔡有發 蔡鑫廷 北崎博文  
女子部 陳碧萍 黃培如 陳怡如 曾淑貞 楊雅慧 陳羽鳳 涂玉青 胡馨元 顏君倩 李冠瑩 
 
東南區 
鳳城本部 
壯年部 簡龍崑 莊友模 陳進上 潘殿一 邱金彩 簡雙喜 張吉明 賴明欽 房茂焜 羅進結  

楊明輝 劉結和 劉貴琛 王崑松 黃進欽  
婦人部 黃秀玉 邵秋桃 陳淑麗 歐郁芳 孫愫紅 曾鶯華 葉月香 謝靜芳 張玉珍 江淑真  

陳淑芬 邱麗萍 施佩美 陳素華 楊淑華 侯素英 萬鳳秋 翁周阿花 陳金連 鄭如絨 
陳欣惠 黃秀蓮 張嘉婷 賴蜀美 謝秀珠  

男子部 張瑞琨 吳鴻任 王聖富 沈崇立 許芳昌 權義明 連大葳 蔡慶隆 林照斌 方彥堯  
林冠宏 楊竣傑 林錦樑 林昇樑  

女子部 鄭錦秀 謝美秀 宋美錦 蔡佳蓁 林宜慧 李慧慈 劉小琪 
  
屏東本部 
壯年部 駱和永 蘇明隆 陳佳雲  
婦人部 蔡慧蓉 許淑蓉 黃瓊慧 黃淑秋 許玉盆 張潔瑩 陳孟珠 柳玲鶯 鍾英鳳 葉  色  

謝荔珠 林惠玲 黃月李 吳惠香 曾銀英 李玉瑩 張鳳英  
男子部 許仁豪 蘇恆毅 郭連昇 曹良安 莊弘鉅  
女子部 林芳津 李曼君 洪慧足 劉淑敏 紀錦蓮 林怡君 郭學怡 陳靖豐 蔡洵 黃嫈潔  

黃薇靜 鄒馨慧 吳璦妏 吳曉薇 
台東本部 
婦人部 邱雪貞 黃慧美 陳素珠 孫金玲 曾月娥 孫金琴  
女子部 羅佳樺 邱鈺雯 陳柏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