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一級講義部員錄用暨進修考試合格名單 

常任一級講義部員  

壯年部 

江鏡清 王永鑫 徐俊明 黃貴氣 吳健誠 石明湖 許家豪 徐俊清 許英明 鄭鑑鏘 郭俊廷 

鐘勝華 陳文和 王建富 吳文雄 施可畏 林邦龍 王萬傑 王丕衍 黃宗勝 蔡鴻熙 邱文飛 

陳建志 鍾隆德 李忠正 盧建宏 羅清明 林文生 陳建州 徐世新 林輝文 劉浤祺 郭二丰 

曾己安 許中本 林建省 王寶樹 陳遠發 李國禎 詹清源    
 
婦人部 
林昭君 黃麗珠 陳鴻齡 甘蔡素珠 許美珠 林純美 陳簡秀媛 洪瑞君 朱秀卿 黃華如 賴秀蘭 

呂明時 陳月鈴 林美玲 吳青蓉 陳美秀 許月霞 陳淑惠 謝穎惠 張羅美春 翁千代 陳森姝 

陳麗璁 黃美滿 林秀美 陳麗珍 簡美蘭 丁秀玉 邱桂圓 曾慧玉 劉乃菁 林素貞 柯玫如 

彭玉季 盧月娥 江淑珠 林靖琇 李秀貞 王淑珮 蔡瑛娟 蔣金花 曹淑嬌 黃陳蓮子 張麗涓 

王鈴蘭 林美德 李林秋美  
 
男子部 

陳躍  賴建宏 黃志宏 林宗儀  

 

女子部 

楊智雯  許佳雯  唐采之 

 

一級講義部員  

壯年部 

楊豐成 陳文煌 楊連清 郭 新 黃開仁 蘇清河 陳重成 周俊文 蔡明發 陳武宗 許仕明 

高嘉柱 葉志成 陳欽衡 楊東榮 黃寶瑞 林瑞明 杜仁桂 蘇呈瑞 賴財源 邱有勤 林志成 

林炯烈 顏大森 廖貴亮 鄭秉雲 張俊銘 葉永鋕 吳振榮 王韋智 郭文合 陳學順 陳文欽 

丁昭安 連展鋒 王阿細 謝耀展 詹維朝 林繼鎔 林正義 蔡宗益 黃木春 郭英敏 黃夢童 

陳志成 朱蘇源 李根隆 林勝彬 彭國龍 張建財 黃孟偉 江志堅 連香樹 張宮田 黃烽台 

郭復榮 陳志誠 陳國棟 黃慶銘 毛貞傑 劉新華 李文民 林廷澄 陳國成 朱正誠 曾勤信 

陳達德 吳永富 王錦驄 王順生 周南星 吳慶宗 林耀宗 施再發 詹金龍 丁木根 張景煌 

鄭明智 李文堯 陳謙祥 張勝利 簡正雄 黃陳鑫 林正義 徐金城 黃清雄 葉溪明 洪國賜 

陳文男 魏勝傑 黃志雄 劉炆煋 卓訓金 黃福寬 翁介文 賴文福 吳進旺  

 

婦人部 

童淑貞 謝玉枝 陳麗香 吳秀枝 周麗守 黃慧娟 杜季貞 楊素梅 陳素漪 呂麗鄉 胡素娥 

李淑卿 林郭淑卿 謝素琴 楊淑姝 陳姿樺 謝慧芬 李桂鑾 宋妙幸 蔡慧君 李麗蘭 吳文雯 

楊明桑 王怡芬 謝麗容 夏燕仟 劉韋妘 許智慧 張家萍 陳玉雲 黄绣雅 閻秋麗 盧秋月 

曾秀雪 黃廖美蓉 吳慧玲 林惠媛 游朱寶說 鄭張麗華 詹月娥 黃淑禎 洪淑華 藍雪惠 李秀珠 

呂慧甄 杜秋玉 顏彩蓮 許淑娟 王梅雲 吳寶桂 簡秋微 吳安妮 黃雅惠 李秋宜 杜琇真 

洪瑞穗 黃淑蕙 陳夏雙喜 郭麗容 葉芸汝 李黃秀美 邱秀枝 李美玲 張謝绣枝 何滿足 李靜芬 



謝寶玉 邱秋月 劉燕月 許秋慧 宋美燕 張麗娟 吳惠文 盧明足 李美頤 鍾黃秀燕 趙曼怡 

徐曾滿 鍾春霞 許林美珠 呂玉珍 蔡何信 吳月理 周寶丹 蘇雅琇 蔡秀香 羅瑞鳳 馮幼中 

黃春喜 陳文雅 陳仲容 許素卿 蔡桂玉 葉彩延 林月琴 陳妙姿 張秀鑾 林琇珠 胡美珍 

林 合 張瀞文 張素卿 陳昭蓉 張儷嬖 李麗卿 簡玉敏 賴慧娟 高嘉明 吳珮琤 蔡曾月貴 

熊麗華 蘇美莉 廖貴華 張淑慧 賴鳳玉 洪淑嫩 葉黃美玉 洪王桂菊 余秋芬 李金柳 陳秋蓉 

阮月娥 莊玉蘭 葉月紅 王張淑惠 蕭寶貴 賴秀梅 李如釵 張艷玲 阮月敏 陳素賢 楊月麗 

劉月娥 黃桂珍 施明君 潘鳳瀞彭秀玲 李靜珍 李潘娟娟 周淑貞 廖文玲 黃淑玲 吳佳芸 

張美雲 邱麗雪 張麗玲 蘇西珠 許江月碧 蘇素玲 鍾美智 李廖春英 陳素瑛  
 

男子部 

蕭至峰 呂明鴻 陳鴻賓 黃柏霖 林雍陞 劉俊杰 柯志賢 陳鋅利 王仲圳 李俊磊 王舜弘 

郭飛鴻 黃俊誠 楊佳穎 詹亨文 林永斌 鄭政雄 葉閔傑 陳建榮 鍾一丞 陳興隆 蔡森源 

林永鴻 陳俊宏 許 立 林雍淳 李鍵壕 洪懷謙  

 

女子部 

蔡郁清 楊雅琪 蔡佩蓉 謝佩珊 林藍娣 陳秀麗 陳靜筠 卓湘怡 王佩韻 黃婷詩 許梅垠 

劉妙莉 蔡育諭 許麗蘭 劉山情 陳韻如 蔡琇雀 黃楹鈞 鍾宜真 蘇怡君 許翡珊 蔡佩芬 

吳沛萱 李秋芬 藍誼軒 黃純惠 陳宛婷 李瑜甄 鄧妃君 楊玉秀 陳品瑾 柯佳瑩 葉曉萍 

郭婉玲 黃惠玉 季德怡 劉怡君 陳靜芳 許芳慈 林惠玉 陳顧諭 羅惠蓮 林雅柔 蘇柏菁 

林意芝 陳姿宏 王桂梅 王鏽陵 莊惠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