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級名稱 本部級名稱 部別名稱 姓名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壯年部 林炳榮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壯年部 周貴善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壯年部 吳瑞炎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壯年部 吳碧川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壯年部 王木山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壯年部 林坤伸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壯年部 吳煥傑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江素貞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林美玉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張玉珠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陳思穎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翁玉芳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王櫻華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蘇美鳳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黎育彤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許秀慧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李金菊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林惠美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張玉珍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黃文春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陳美珠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吳枝桃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邱珮閔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陳春美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林秀英 

花東區 花蓮本部 婦人部 林玉子 

花東區 花蓮本部 男子部 陳勁廷 

花東區 花蓮本部 男子部 丁嘉億 

花東區 花蓮本部 男子部 吳育陞 

花東區 花蓮本部 女子部 周淑玲 

花東區 花蓮本部 女子部 陳依玲 

花東區 花蓮本部 女子部 周雅玲 

花東區 花蓮本部 女子大學部 盧佳榕 

花東區 花蓮本部 男子高中部 張正衛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壯年部 林憲利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壯年部 吳炳男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林萃玲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蔡玉萍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林淑婷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朱美華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高蘊茹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黃慧美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李敏華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蔡淑芬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莊麗梅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邱淑熏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張惠瑛 

花東區 台東本部 婦人部 林秀菊 

花東區 台東本部 男子部 胡森雄 

花東區 台東本部 男子部 周金源 

花東區 台東本部 女子部 李鳳娥 

花東區 台東本部 女子大學部 葉蟬甄 

蘭陽區 蘭陽區 女子部 游雅芬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壯年部 黃智誠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壯年部 廖正義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壯年部 張弘文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壯年部 李恒茂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林淑珍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陳美淑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朱麗華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林色品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江美櫻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方美霞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林萩梅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黃秋容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曹秋紅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楊桂香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楊淑偵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駱曉陵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李彩雲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黃明芳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彭素秋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吳美鈴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陳黃秀雲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鄭育青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吳惠玉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陳惠珠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李淑芳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陳玉惠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鄭秀奚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林碧華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紀林素珠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淵鴻玫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鄭愛玉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陳采驊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陳小玲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吳秋萍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婦人部 陳麗燕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男子部 江榕智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男子部 黃立昇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女子部 林秀芳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女子部 吳嘉慧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女子部 林琳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女子部 簡利芳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女子部 蔡惠甄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男子大學部 孫梓豪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林奕名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男子大學部 朱俊瑋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女子大學部 潘夙容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女子大學部 王雅亭 

蘭陽區 蘭陽北本部 男子高中部 江信忠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壯年部 游榮飛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壯年部 張秉賢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壯年部 王榮聰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壯年部 康習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壯年部 吳政鷺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陳阿美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陳玉英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楊阿珠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林秀勤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游梅鳳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葉涵賝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何愛琴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林月卿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江碧華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游素環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賴力萍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蔡秀姜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王月英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陳惠玲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廖李阿彩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楊秀環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張美鳳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康麗華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陳宛圻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陳惠芬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陳秋玲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陳寶秀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黃惠珠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婦人部 林玉枝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男子部 陳柏蒼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男子部 鄭守閎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男子部 傅育琳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男子部 游志偉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男子部 郭志昌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女子部 張懿慧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女子部 游雅絢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女子部 陳思頻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男子大學部 魏慶龍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男子高中部 林勤宣 

蘭陽區 蘭陽南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林雨潔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壯年部 王葉樺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壯年部 朱玉桐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壯年部 郭峻丞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壯年部 吳新昆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壯年部 朱順和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潘美秀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陳嫻卉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廖瑪琍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蘇麗清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邱玉蘭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蔡芬眉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林玉錦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林青柳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鄭秀惠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林月英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白淑貞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林金蓮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郭玉麗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邵美惠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廖素娥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楊貽淋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曾麗雲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林月英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林玉蘭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沈敏玲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黃惠莉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莊隨珍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婦人部 馬子婷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男子部 楊凱傑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男子部 陳彥民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男子部 楊淙竣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女子部 陳韻琦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女子部 李少禎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女子部 汪曉雯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女子部 連思評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女子部 陳懿茹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女子部 張雅婷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天惠 

基隆區 基隆東本部 男子高中部 鄭鈞儒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壯年部 簡文章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壯年部 楊榮琳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潘月美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王麗華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蔣玉華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江淑芬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連乙靜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黃麗華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趙麗芳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張杏玉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陳琳凱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蔡麗莉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蔡麗華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邱玉梅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廖連鳳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何惠芳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薛于倩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王維均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邱寶玉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楊麗娜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鄭麗嬌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顧珮玲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余碧玉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莊純菁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劉素真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婦人部 謝佳蓁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男子部 黃彥傑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男子部 莊智添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男子部 李則諺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女子部 劉桂伶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女子部 林倩瑜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女子部 劉瓊憶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劉秀美 

基隆區 基隆北本部 女子高中部 謝庭瑜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壯年部 白吉平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壯年部 王兒勇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壯年部 吳慶章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壯年部 池秉源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壯年部 李展旭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壯年部 蔡松雄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莊秀鳳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李碧霞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林淑真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葉芙蓉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楊綢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張美玉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杜金英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洪永雪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俞素玉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陳秀珠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許美蘭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曹金英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陳季玉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宋美玉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游宋秀蓮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劉勤雪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游秀春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曾秋蓮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姚淑玲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賴錦菊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王月裡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管珮玲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張月女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莊寶蓮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吳美雲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程嘉玲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王芳春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孫淑惠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鍾寶鳳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陳憓澐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林鈺芳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簡淑玲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吳麗灼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婦人部 林怡文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男子部 陳文龍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男子部 蔡銘德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賴嬿榆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劉玉琴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梁亞君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江淑銣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張玉瓊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張竹旻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林仰純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部 劉玉華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林尚達 

基隆區 基隆南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珮瑜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謝國流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劉金城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林健勳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潘賴根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鄭正儀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王萬國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張滄陽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張銘皇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壯年部 李弘澤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廖金花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黃阿勉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李雲蕙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王貴珍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黃玉桂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朱美麗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許麗娟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王淑蘭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夏麗瓊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洪亦欣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王慧雪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陳碧銀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林美月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謝怡君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謝素娟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陳韻如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吳庭蓁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陳雅琴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陳韋穎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蕭琦萍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蔡金葉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林玉苹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郭阿汝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莊麗華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婦人部 蘇慧萍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男子部 陳嘉慶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男子部 周建華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男子部 王文華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男子部 蘇必仁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男子部 崔鍾元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女子部 張宛琳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女子部 李宜恬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女子部 劉恩蘭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女子部 范儀君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女子部 蔣念宜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男子大學部 楊士杰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文心 

台北東區 汐止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林詩坪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吳安連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鄭進財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王東寶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劉世基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郭榮墻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李明堂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黃坤銘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黃思讓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壯年部 沈文周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孫琴真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蔡玉倩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翁美玉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黃麗雪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鄭純妹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陳素蘭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蔡慎芝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張郁雯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李欣燕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黃美鳳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張郁珮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林美玲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楊麗蓉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杜景美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翟桂珠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黃麗真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簡惠昭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謝芳珍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林秀鳳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王平慈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邱素真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魏文如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陳仲宜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湯春琪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余麗瓊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范慧玟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蘇明省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蔡瑞萍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黃秀貞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李采蓁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婦人部 柳雅芳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男子部 吳季翰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男子部 洪浩鈞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男子部 黃智群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男子部 葉昌能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李怡慧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蘇容璉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林順鶯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陳音萍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劉璇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吳曉薇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李玲儀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徐千婷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李育樺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盧佩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部 吳淑琬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男子大學部 謝舜臣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男子大學部 陳鄧宇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大學部 柯霂岑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大學部 吳珊瑀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大學部 錢美均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韵婕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男子高中部 林易寬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高中部 吳婉瑄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高中部 陳雅梅 

台北東區 松港本部 女子高中部 黃筱涵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壯年部 鄭永和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壯年部 劉于翔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壯年部 許建文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壯年部 楊福傳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邱陳碧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郭姿伶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黃筑楹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黃莉雯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洪秀萍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陳麗絹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洪金瓶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林欣欣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吳秀鑾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林美玲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楊綉真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沈珍如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林慧娟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楊陳美雲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姜慧貞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林珍如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陳桂枝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李淑惠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許淑貞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王淑芬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王淑瓊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廖秋蓮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郭淑惠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陳韻如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林珠蘭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婦人部 王麗華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男子部 黃麒瑋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男子部 張皓然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男子部 康弘達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李毓凌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吳怡惠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宮宇薇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楊薇玉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廖珮玟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李竺煊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林欣慈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呂育菁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張宜蓉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部 楊媛婷 

台北東區 內湖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林念儒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周貴中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張明和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謝建源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張嘉鐘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李文平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張生財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鄭德郁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壯年部 楊啟輝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汪梅鴒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林燕君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謝秀菊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顏玉梅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麗玲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華玉美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鄭干和美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張麗玲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鄭雅文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翁林淑菁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玉芬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江秀卿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淑珍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楊淑如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美惠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劉惠婉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楊明霞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黃麗玲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李美虹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盧麗雲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張林美惠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素卿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翁江蝦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鄭芙蓉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邱淑玲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賴淑娳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李寶治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于淑淇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朱為愉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何錦雲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何美麗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楊美蓮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清美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李莊純純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玉慧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羅淑玲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洪淑芬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蘇慧雅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樊夕心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江碧珠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張金英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黃美玲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林昱穎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張銘娟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張雅惠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婦人部 陳慧芳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部 何權峰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部 王仲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部 劉琮勛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部 劉琮華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部 姜伯儕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部 吳秋慶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部 黃麗鈴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部 鄭斐文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部 高菁雯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部 吳怡寬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部 陳彥伃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部 林佩樺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部 邱秋萍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大學部 陳昱良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劉幼華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大學部 朱育麟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宣汝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林宜邦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大學部 羅伊容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高中部 張浩昱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男子高中部 廖志超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高中部 吳浩慈 

台北北區 北投本部 女子高中部 呂思穎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林錦池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吳昌宏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陳正虔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嚴志強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林安宅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陳振興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楊武雄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莊健崇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黃建達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壯年部 鄭中興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易秀美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周春玉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曹好姿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李燕卿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林虹樺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陳俐俐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吳美儀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林世容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宋淑芳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陳月娥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朱淑貞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蕭阿嬌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林金燕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王荷莉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王淑貞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林秀春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陳麗雲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謝淑慧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白美凰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翁宿美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丁盈意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張稜雪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吳苳鴻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張玉翠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謝金棗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簡珠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羅羽彤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曾蓉蓁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業忻怡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王意惠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婦人部 謝珮婕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男子部 陳德丞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男子部 林孝恩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石佳純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陳怡君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林彥君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王菁楓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張心怡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黃家霖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吳冠伶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陳德卉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部 周昀姍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男子大學部 康柏皓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男子大學部 鍾政達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男子大學部 許哲涵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代宜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大學部 許榮芳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姿穎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大學部 鄭蘇蕾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男子高中部 陳韋豪 

台北北區 文林本部 女子高中部 陳奕臻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許建源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紀宗良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盧澄江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楊亞樹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陳振國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林大祥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謝淑琪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黃淑娟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廖素珠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梁美鈴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李澄純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高麗雪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陳思紅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張玉雪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陳秀蘭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邱熙喻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蔡素珠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辜美秀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鄭明惠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李蔡美月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高維卿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陳美雲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邱湘媚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黃金蓮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簡志娟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邱瑞鈞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林優仁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陳慶芳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游琦光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周淵清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熊婉茜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謝宜珮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黃琪淯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黃琪善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彭意如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陳庭儀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賴美凱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蔡宜靜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張莉旻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男子高中部 陳弘鈞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高中部 何欣潔 

台北中區 中山本部 女子高中部 熊婉琪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吳國良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王文村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林哲明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李宗禮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蘇進聰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王德勝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陳憲民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壯年部 陳志華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婦人部 林敏慧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婦人部 林佳瑾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婦人部 吳宜臻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婦人部 顏麗鳳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婦人部 梁瓊珠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婦人部 柯麗華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男子部 陳德利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男子部 李健誠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女子部 陳宣樺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女子部 黃瓊瑩 

台北中區 承德本部 女子高中部 黃詩容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壯年部 黃有瓊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壯年部 陳志明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壯年部 郭春福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壯年部 周坤城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周玫莉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洪珠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陳雪玉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林欣怡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葉月娥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陳明麗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陳碧梅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張麗絨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葉江水米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連豐采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林貞芬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婦人部 張美華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男子部 廖漢興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男子部 洪晟揚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男子部 黃政耀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男子部 羅順耀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部 胡新燕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部 陳美玲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部 林采平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部 呂享育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部 張彩鶴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男子大學部 楊景堯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大學部 孫韶徽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郁雯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美慧 

台北中區 大同本部 男子高中部 鄭凱元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壯年部 莊榮生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壯年部 陳俊明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壯年部 莊楨坤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唐林珠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李劉秀琴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王碧玉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張秀美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劉美雀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符淑真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張美琳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徐黛菁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姚寶雪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洪玉美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洪春紅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陳曉香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劉麗卿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周明珠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簡美玉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邱鈴軒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婦人部 陳映嬌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黃正源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游志仁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陳炫旭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陳彥志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劉宜益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謝宗哲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陳家豪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部 王益群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周妙姿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呂雅玲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陳櫻文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王寀蕙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呂依容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陳妙真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黃馨慧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邱家怡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部 丁怡如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劉家瑋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玟綺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大學部 馬婉婷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大學部 葉蕬綺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男子高中部 陳皓博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高中部 陳盈樺 

台北西區 萬城本部 女子高中部 羅悠理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壯年部 曹順堂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壯年部 張自立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壯年部 李振燦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壯年部 李秉鈞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壯年部 程惟政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賴慧娟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洪寶環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鄭婷方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陳敏瑜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張慧美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黃王美玉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游玲玲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莊純妹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潘梨煌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莊持循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嚴桃英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顏秀吟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林秀珍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林秀鴻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陳文英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婦人部 簡美麗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部 謝昕龍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部 蔡廷穎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部 廖澤儒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部 黃永清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部 張鉅晛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部 廖訓毅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張羽伊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羅依凡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陳韻文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徐士茵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廖珮彣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林孟勳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蘇文彥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簡敏卉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謝明珠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部 蕭佳欣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李光堯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大學部 倪偵翔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大學部 陳建志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大學部 辛聖文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毅祝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虹穎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瀅竹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子玲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怡寧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孫貞惠 

台北西區 仁愛本部 男子高中部 林哲瑋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壯年部 李連倉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壯年部 董純賢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壯年部 李振錦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壯年部 吳尚展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壯年部 孟憲國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鍾麗雪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張碧月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張裕美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何佩珍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鄭美月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馬靜雯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徐桂仙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黃月霜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陳春美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陳怡君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張語恬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王淑英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丁祖琳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康碧珠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邱堤蓁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張美女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黃玉蘭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婦人部 沈麗華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男子部 黃正泰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男子部 李忠勳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連婉婷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吳昭蘭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林孝馨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呂冠瑤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簡珮珊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許慧敏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王瀅琇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李育璇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部 楊郁湘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男子大學部 何威廷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林政勳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李昂運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男子大學部 葉文維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大學部 周怡華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大學部 游舒瑜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男子高中部 黃御恩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高中部 蕭婷玉 

台北南區 信義本部 女子高中部 連心潔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壯年部 黃順雄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壯年部 黃金爐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壯年部 鄧連昌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壯年部 張裕棋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壯年部 林文勇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洪雪菁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周秋姍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張足雲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潘月娥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黃淑琿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李采慧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戴彩琳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蔡素涼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黃玉玲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彭鶯珠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黃桂玉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陳玉梅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凌嘉穗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黃碧娟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梁碧玉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陳美芳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林讌瑜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林雪玉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曾曉芳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沈香蓮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婦人部 尹德芸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部 趙正豪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部 葉正杭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部 杜維修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部 陳柏汎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部 曾瑞德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部 張力航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部 陳麗如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部 林雪珠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部 黃秀婷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部 方美齡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部 林秋燕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部 許佩詩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大學部 張逸群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林璋逸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大學部 楊明仁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大學部 黃繼平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大學部 謝東原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男子大學部 鄭至宏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柯信鈺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楊立瑜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林佳苹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周眉穎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紀凱婷 

台北南區 文山本部 女子高中部 呂杰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壯年部 黃金貴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壯年部 文博鈞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壯年部 劉金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壯年部 林明宗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李彩蓮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翁琇珍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吳麗雪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趙淑英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陳玉琴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葉劉玉順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吳淑雲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蔡淑莉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黃瑞娥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時瑞年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陳玉貞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陳靜芳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陳卉驊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蔡麗華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李玉琴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王思綺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陳春玲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婦人部 葉藺褕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男子部 葉文超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男子部 林東昇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男子部 李俊蔚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男子部 洪誌隆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男子部 陳弘偉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男子部 黃九龍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男子部 張碩彥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王靖方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劉雅婷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王宣琳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陳怡嫻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鍾寧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張如欣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高婉怡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部 洪千雯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大學部 宋旼諴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大學部 郭虹谷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高中部 陳馨永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林筱娛 



台北南區 新店本部 女子高中部 潘秀瑋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吳光生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林峰雄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鄭孝濬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虞旭初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林永塗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鄭行仲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陳廣業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吳有銘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壯年部 常少偉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陳翠珍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翁秀蓮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張麗玲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陳弈儒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廖瑞屏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林美悅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張黃寶玉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何愛香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林秀真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許美惠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韓麗蘭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梁美鳳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吳明芬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孫美華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林美惠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沈花琴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徐蘭嬌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蕭綺萍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王寶玉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鄭玉霜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潘張春梅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葉自然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潘桂香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黃少薇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楊鳳娟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張月英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許再秀 

雙和區 永和本部 婦人部 劉佩綺 

雙和區 永和本部 男子部 劉翰林 

雙和區 永和本部 男子部 徐蒼望 

雙和區 永和本部 男子部 鄭宇光 

雙和區 永和本部 男子部 楊英杰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陳怡臻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謝輝羿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羅美貞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洪怡婷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薛雅文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吳詩穎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王瑛麗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杜秋雁 

雙和區 永和本部 女子部 彭書妘 

雙和區 永和本部 男子大學部 張立人 

雙和區 永和本部 男子高中部 周志宏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吳明華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林清源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王英雄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鄭榮芳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張沐昌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陳炳煌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湯文昊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廖鐵網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壯年部 周佳一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邱美桃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林月子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張素雲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黃秋雲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徐鳳珍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廖秋妹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羅秋桂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江淑滿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馮淑如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李麗華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蔡麗婷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黃秀英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陳金鳳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陳素春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黃美淑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吳瓊音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李佳玲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陳思樺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林敏惠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黃惠瑟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謝佩如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羅清梅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鄭陳治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林鳳娥 

雙和區 中和本部 婦人部 陳韻如 

雙和區 中和本部 男子部 沈學良 



雙和區 中和本部 男子部 蔡劍銘 

雙和區 中和本部 女子部 陳紅玉 

雙和區 中和本部 女子部 林旻儀 

雙和區 中和本部 男子大學部 陳安祥 

雙和區 中和本部 女子大學部 薛玨君 

雙和區 中和本部 女子大學部 鄭閔薇 

雙和區 中和本部 男子高中部 謝信弘 

雙和區 中和本部 女子高中部 古詩樂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壯年部 高嘉聖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壯年部 林丕郎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壯年部 邱紹富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游美如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郭淑嬌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劉恨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鄭玉英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李惠娟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陳明淑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黃桂香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林慧玲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許愛甘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李淑玲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林淑瓏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李彩鳳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郭慧慈 

板橋區 板新本部 婦人部 王白年仔

板橋區 板新本部 男子部 涂建輝 

板橋區 板新本部 男子部 高裕豐 

板橋區 板新本部 男子部 詹茂修 

板橋區 板新本部 男子部 林振偉 

板橋區 板新本部 男子部 何豈銓 

板橋區 板新本部 女子部 顧曉婷 

板橋區 板新本部 女子部 范維珍 

板橋區 板新本部 女子高中部 高瑞文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壯年部 周宜昌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壯年部 呂財集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壯年部 黃濬昌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壯年部 覃遵碧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吳春絹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謝美珠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張來好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陳秀鳳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王淑慧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翁昭芬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范玉環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潘玉梅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陳碧真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黃麗華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蔡姈玲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陳彥竹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林美幸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張淑玲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陳琇真 

板橋區 三城本部 婦人部 陳麗雲 

板橋區 三城本部 男子部 何清松 

板橋區 三城本部 男子部 蘇祥瑋 

板橋區 三城本部 女子部 林美足 

板橋區 三城本部 女子部 蘇祥瑜 

板橋區 三城本部 女子部 陳宜萱 

板橋區 三城本部 女子部 邱懷瑤 

板橋區 三城本部 女子部 蔡秋慧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壯年部 李信伯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壯年部 張家豐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壯年部 呂水發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壯年部 王志鵬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壯年部 徐福裕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壯年部 柯崑滿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壯年部 林財諒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曹美玉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鄭素因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吳儀珍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黃美月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倪秀碧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賴碧姝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林淑珠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楊永珠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鄭美雲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徐薏紋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陳美寶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林晏鈴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丁玉環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楊麗珍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黃鈺雯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張媛雪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曾俐蓉 

板橋區 板樹本部 婦人部 曾碧惠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部 黃卓群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部 葉宗智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部 陳志豪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部 蔡志驤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部 方百溫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部 呂曉雲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部 黃詠宣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部 張佩沂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部 鄭美珠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部 張美玲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部 翁于捷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部 田佩如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大學部 傅育新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大學部 周政毅 

板橋區 板樹本部 男子大學部 曹立東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大學部 蔡佳蓉 

板橋區 板樹本部 女子大學部 蔣欣怡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壯年部 葉明和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壯年部 余強宏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壯年部 許世賢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壯年部 曾儒炯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壯年部 邱正和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壯年部 汪元慶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陳欣欣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陳宴琳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古美珠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李麗英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林美月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蕭陳秋雪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陳淑娟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秦月霞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林依錦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崔玉珠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吳鳳蘭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李楊寶玉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吳玉鐘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陳吳份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林美鈴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許茹真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吳雅菁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翁林嫦惠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郭洪美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何淑芬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張麗紅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蔡素月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潘美仍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黃佩樺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羅素娟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蔡雪卿 

三新區 蘆洲本部 婦人部 李淑英 

三新區 蘆洲本部 女子部 黃淑君 

三新區 蘆洲本部 女子部 許涵雯 

三新區 蘆洲本部 女子部 李雅雁 

三新區 蘆洲本部 女子大學部 許筱筑 

三新區 蘆洲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林偉婷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壯年部 彭正義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壯年部 黃金次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林淑芬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林春蓮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王毓旎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周曼華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葉雪梅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陳葉雪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楊雅菁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洪玲玲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黃許素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陳淑花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李美滿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蘇麗華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陳怡樺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黃瓊玉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婦人部 張依萍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男子部 趙家慶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男子部 黃啟德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女子部 陳琇瑋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女子部 蘇瑋筠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男子高中部 謝正漢 

三新區 三重東本部 男子高中部 王志維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壯年部 林明泰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張彩鳳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賴惠蘭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張明珠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劉瑞菊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王淑錦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張惠環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顏滿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年楊綢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洪惠玲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林秋月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陳國英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婦人部 夏玉如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男子部 郭智勇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男子部 陳彥璋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男子部 張慶昌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男子部 莊汶旭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男子部 洪明忠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蔡雨蓉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劉念慈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葉馨惠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吳美惠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王麗秋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葉思岑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謝幸珊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簡意姍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楊芳瑜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陳姵榕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部 陳姵君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大學部 許懷玲 

三新區 三重南本部 女子高中部 謝幸宣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壯年部 黃忠雄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壯年部 陸鶴仁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壯年部 廖學江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壯年部 吳正義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婦人部 蔡陳雅佩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婦人部 白戀慧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婦人部 林春蘭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婦人部 曾秋月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婦人部 鄒燕玉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婦人部 陳如淳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男子部 詹英仁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女子部 張佳琪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女子部 易姿岑 

三新區 新莊一本部 女子部 鄭曉惠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壯年部 陳琮嬴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壯年部 范振亮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壯年部 林永昌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壯年部 吳昭遠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留美滿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鄭娟如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范鳳英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朱春霞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楊美華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曹藍心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林碧霞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溫黃見美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簡純純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劉庭均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蔡雪微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留儷娟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王津蕊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陳素眉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吳姿儀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劉玉鳳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林新香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賴秋燕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游碧玲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陳素欗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張瑜芳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陳秋如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婦人部 鍾美鳳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部 林順程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部 沈崇正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女子部 林琬芸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大學部 王梓任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大學部 余品賢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大學部 洪誌澤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大學部 吳鴻遠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大學部 吳介凱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醒文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詩婷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高中部 田偉材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男子高中部 邱垂晟 

三新區 新莊二本部 女子高中部 王瑀璇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施茂雄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李詩龍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黃俊雄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黃國龍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陳富雄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賴剛作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陳善仁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江建昌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壯年部 丁建元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余清華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張寶珠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卓金鳳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陳娟絹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朱素蘭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李秀玉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鄭鈺鏵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章曼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鄭月娥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廖素秋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吳慧玲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鍾秋梅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徐美英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許李梅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王續樺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謝麗美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謝富生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曾淑麗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任秀霞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陳雅慧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柯寶桂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廖美雲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謝彩純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溫偲臻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曾貴蘭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李黃足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劉秋吟 

桃園區 山鶯本部 婦人部 李伯霞 

桃園區 山鶯本部 男子部 尤振芳 

桃園區 山鶯本部 男子部 潘泓錡 

桃園區 山鶯本部 男子部 李國樑 

桃園區 山鶯本部 男子部 陳韋錡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范郁敏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陳文婷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謝佳琪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鄭怡青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饒珮玉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曾姿蓉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楊蓮雲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曾郁儒 

桃園區 山鶯本部 女子部 陳秀香 

桃園區 山鶯本部 男子大學部 汪璋恆 

桃園區 山鶯本部 男子高中部 林建敦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壯年部 藍俊德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李金杏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洪淑琦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陳秋息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李美娟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李雅慧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洪秀卿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洪琬婷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陳美雲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吳秋分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林姣容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吳麗芬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傅錦蓮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黃芷瑩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賴玉霞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陳美珠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莊琇惠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黃淑美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王李美雪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梁炎珠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蕭美良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游美玉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葉俐妤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許美蘭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蔡淑珍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黃婉婷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黃玉華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陳彩鳳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陳欣美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潘秋妹 

桃園區 正安本部 婦人部 鄭雅尹 

桃園區 正安本部 男子部 張顯仁 

桃園區 正安本部 男子部 游孟洋 

桃園區 正安本部 男子部 鄭有成 

桃園區 正安本部 男子部 周益良 

桃園區 正安本部 女子部 王曉蘋 

桃園區 正安本部 女子部 康秀允 

桃園區 正安本部 女子部 李幸樺 

桃園區 正安本部 女子部 許惠秋 

桃園區 正安本部 女子部 謝佳如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陳永龍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王明印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潘韋宏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林文雄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壯年部 黃士榮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郭淑英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黃麗雀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楊玉存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徐素漪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曾怡菁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黃春蘭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陳玲銖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王愛蘭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范玉蓮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黃子庭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林雪麗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張秀霞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趙仁伶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賴麗美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林蘇阿惜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朱美玲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莊惠妃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蘇美麗 

桃園區 中山本部 婦人部 簡佑竹 

桃園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賴燕璋 

桃園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林智崑 

桃園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莊志彬 

桃園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劉秉鈞 

桃園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李尚儒 

桃園區 中山本部 男子部 陳專詠 

桃園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廖彗秀 

桃園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陳沛貞 

桃園區 中山本部 女子部 張惠瑜 

桃園區 中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如丘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壯年部 莊育正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壯年部 殷震聲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壯年部 連文山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壯年部 殷震順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吳瑞英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楊玉秀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黃千津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張碧琴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趙寶蓮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毛珍味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涂瓊月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黃秋鳳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黃瓊珠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闕麗華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莊麗淑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簡淑慧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陳淑芬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呂寶玉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林秋霞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莊玟華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游素芬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謝美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游月碧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邱秀蘭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郭美鳳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范碧珠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曾美華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曾黃文娟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宋敏秀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郭玉女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沈玉珍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林丘玉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吳靜華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吳鳳鑾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羅美里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賈蕙鎂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張麗琴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莊小燕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龍語卿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黃世美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蔡麗雪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洪素梅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朱芬蘭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劉容伊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許張春梅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吳秋瑛 

中德區 八德本部 婦人部 吳俐燕 

中德區 八德本部 男子部 王啟河 

中德區 八德本部 男子部 呂清訓 

中德區 八德本部 男子部 簡義軒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部 吳宜芳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部 林麗娟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部 詹淑芳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部 呂宜鵑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部 盧宥伶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部 蘇怡秀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大學部 翁育華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大學部 翁騿媛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高中部 莊佩陵 

中德區 八德本部 女子高中部 蕭佩珊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劉邦敦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馮重昌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徐智鎕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江健宏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鄭清海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黃春煌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古坤增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邱顯助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壯年部 吳國榮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鄧淑美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江淑娟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鄧胡錦蓮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葉錦珠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李碧華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李貴蘭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陳紹殊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魏麗娟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徐美玉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宋淑貞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蔡雯音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李碧麗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吳淑鳳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呂秀美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劉秀憶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鍾瑞金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許芬青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胡秀禎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賴桂蘭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江秀甘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邱圓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劉淑琴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莊桂枝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魏秀珠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陳秋雲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呂美慧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張淑珠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林美雲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曾郁庭 

中德區 中壢本部 婦人部 呂春圓 

中德區 中壢本部 男子部 林聖麟 

中德區 中壢本部 男子部 張建家 

中德區 中壢本部 男子部 楊修智 

中德區 中壢本部 男子部 黃月慶 

中德區 中壢本部 女子部 徐銀鍊 

中德區 中壢本部 女子部 連思潔 

中德區 中壢本部 女子部 力玉萍 

中德區 中壢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林裕捷 

中德區 中壢本部 女子大學部 尤書芳 

中德區 中壢本部 男子高中部 黃偉誌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徐華榮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羅國煥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廖學來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林進福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張紹煜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姜義浩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賴傳善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壯年部 李緯宸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吳金桃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王秀梅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陳素娥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林采媛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羅菲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林秋香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張美華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鄭稚涵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張梅芳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羅尉溶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莊紅幼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張梅桂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蔡麗珠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王淑媛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黃秋鳳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彭玉玲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鄭寶雲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宋庭嬅 

中德區 平鎮本部 婦人部 楊善淳 

中德區 平鎮本部 男子部 李健銘 

中德區 平鎮本部 男子部 馮文宏 

中德區 平鎮本部 女子部 徐曉慧 

中德區 平鎮本部 女子部 姜欣萍 

中德區 平鎮本部 女子部 鄒宛倫 

中德區 平鎮本部 女子部 邱雅繡 

中德區 平鎮本部 女子部 邱雅婷 

中德區 平鎮本部 女子大學部 張雅鈞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年部 曾清源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年部 羅源章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年部 林賢光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年部 吳聲淇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年部 劉紹鎮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年部 陳慶鐸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壯年部 朱明亮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謝淑閔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林秋吟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曾採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莊美琛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邱美英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陳愛珠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張美萍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鄒秀嬌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辜麗梅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楊嘉瑜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袁修齡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林松珍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陳秋燕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吳金枝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蔡秀容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彭玉美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古妙惠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黃靜美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羅月姿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古竹礽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陳貴霞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吳碧芳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謝惠琪 

竹苗區 竹縣本部 婦人部 黎玉珍 

竹苗區 竹縣本部 男子部 楊幼誠 

竹苗區 竹縣本部 男子部 朱良忠 

竹苗區 竹縣本部 男子部 李昇達 

竹苗區 竹縣本部 男子部 賀福樂 

竹苗區 竹縣本部 男子部 傅建良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部 吳芸樺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部 劉佩汶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部 王暄文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部 徐阡慈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部 林育慈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部 簡?伶 

竹苗區 竹縣本部 男子大學部 周勁甫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大學部 彭立如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大學部 彭莉嘉 

竹苗區 竹縣本部 女子高中部 蕭雅芬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陳景煌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陳達堉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黃欽文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陸健龍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吳秋南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王文勳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彭煌麟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林獻章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賴國祥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壯年部 連榮仁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吳由理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劉?璘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陳麗媝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陳麗萍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林庭曲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何秀枝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林愛玉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侯素卿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潘嘉蓁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留銀鑾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蕭碧麗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葉馨蔚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葉月雲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張鳳泳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林秀鑗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徐雲嬌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陳文仙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黃孟麗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侯丞婷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黃淑華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吳玉玄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范綢妹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何素芳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張秀娟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張文怡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曾秀玉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洪碧矯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張春美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邱鳳寶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朱秋香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黃欣茹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陳錦蓮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姜月琴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劉瑞枝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陳秀麗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許芳江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陳素卿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徐永秀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吳玉梅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劉美惠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葉挽珍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黃謝瑞榮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羅張家蓉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簡惠卿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劉莉雯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陳儀真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張素美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吳芷均 

竹苗區 竹市本部 婦人部 鐘阿幼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伍家麟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許毓升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江中守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周峰義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周家偉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黃敏童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黃永文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部 柳建安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彭詩惠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林姿伶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黃玫瑛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黃萱綺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吳靜宜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陳律莘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蔡華珍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李紋靜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李佳宜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部 張淑閔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林俞良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大學部 曾裕廉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李俊瀚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大學部 徐瑞銘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李文正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大學部 盧怡君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仲薇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大學部 詹玉淳 

竹苗區 竹市本部 男子高中部 楊于介 

竹苗區 竹市本部 女子高中部 洪詩妤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林素玲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鄭雯文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朱亦頻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鍾貴珠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黃珍珠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吳雲珍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蔡素玲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陳瑩蓉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陳郁如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許麗惠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林美梅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吳桂梅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張瑛珍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鍾美貞 

竹苗區 苗栗本部 婦人部 呂梅 

竹苗區 苗栗本部 男子部 黃文城 

竹苗區 苗栗本部 男子部 江正宏 

竹苗區 苗栗本部 男子部 邱泰隆 

竹苗區 苗栗本部 女子部 楊如楨 

竹苗區 苗栗本部 男子大學部 趙巡漢 

竹苗區 苗栗本部 男子大學部 陳永慶 

竹苗區 苗栗本部 女子大學部 王姿涵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陳登章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阮坤南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魏福來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王普榮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林本祥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黃炳榮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吳尚樺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劉庚銘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徐國森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壯年部 洪義濱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陳玫娟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劉美雲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賴純珠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呂貞萍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邱如慧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林鳳雪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林泉秀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黃娟娟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黃貴英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劉月香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李素梅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劉慧娟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江思薇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周素芬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俞玉芬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高珠環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黃月美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李秀梅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廖連英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陳秀鑾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康淑蘭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張陳秀禎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許杏姬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王怡蓁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劉羿伶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劉月霞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婦人部 王秋菊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男子部 柯景耀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男子部 李裕隆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男子部 陳聰明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女子部 林桂蓉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女子部 林秀芸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女子部 黃靖琪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男子高中部 黃健晏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女子高中部 徐維陽 

台中北區 中豐本部 女子高中部 王瑞霞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張義珍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程德華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郭永宜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黃正義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賴茂新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朱健彬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陳金樹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壯年部 蕭德崇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郭秀樺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吳惠敏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陳瓊珠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葉素敏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張算真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劉富齡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李碧桃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黃逢喜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李淑絹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劉月娥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陳桂雲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張春蕾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林淑芬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曾素蘭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趙淑妙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吳津芬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翁美雲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黃素貞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張麗蘋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李淑卿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陳雪華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鄭雪霞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于桂蓮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賴美玲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廖彩媚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呂許維莉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劉建蘭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鄒曉慧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林麗貞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蕭賢淑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許秀珍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謝玉春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鄭桂蓮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卓秀杏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楊翠娥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劉麗美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張雪花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王譽潤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施妤攽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林秀足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楊宜芳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何繕汝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李秀蓮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潘惠玲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施虹聿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傅克蕙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李亞芸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張翠媚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柯月偵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陳秀珠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詹惠娟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姚素貞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廖月華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廖月葉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Ⅹ玉寬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黃麗紅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邱素蘭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黃色聰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陳秀貞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楊翠雲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婦人部 鄭淑芬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謝旭昇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林漢斌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李建男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盧彥廷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張文輝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林英傑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游清龍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部 廖述奇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部 呂湘婷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部 楊欣樺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部 黃澤筠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部 陳舒怡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部 陳怡帆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部 陳倩如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馬本山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林益浚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許升耀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吳鴻中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詹鎮宇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郭仲年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張奕璇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琇月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高中部 何品慧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高中部 梁萱青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高中部 黃千竹 

台中北區 中興本部 女子高中部 張喬雯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孫添德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吳肇田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范永泉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廖進忠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賴建忠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蔡清森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顧庭州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黃榮開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壯年部 鄭征一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解愛珠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黃秋芷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黃玲娟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余麗真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廖色桃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吳瑞琿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謝佩珊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賴怡均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陳秋月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廖玉心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陳月霞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陳素貞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張淑雲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王美雪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白素麗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陳秀盆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林美雀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柯美玲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周麗芬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林彩鳳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林素炫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廖玲嬋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王秀蕊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李孟娟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李永善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楊舒婷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林念縈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黃子芸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陳文玲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詹美娥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許美珠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董玉鳳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陳逸君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顧秀梅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曾雪鳳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彭子惠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顏家蓁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林麗津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楊鳳女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黃麗卿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婦人部 洪榕蔚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部 林經智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部 林智偉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部 黃建盛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部 張勝吉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部 張羽承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部 劉俊弦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部 蘇家幼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部 余佳蓉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部 劉叔旻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部 劉家盈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部 郭育君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部 李秀玲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部 吳翌菁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蔡東州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大學部 李泰勳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張潔盈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佩君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張馨月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林宜儒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鄭?靖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碧霞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高湘瑜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催文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男子高中部 徐郁淵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高中部 楊玉潔 

台中南區 大興本部 女子高中部 高亞涓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壯年部 許茗富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壯年部 鄧瑞仁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壯年部 洪永澤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壯年部 蔡農興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壯年部 胡警村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壯年部 蔡漢榮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壯年部 陳明進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謝素幼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陳淑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呂素珍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詹美涵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林容惠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許玉美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蕭圯鳳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賴貞螢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李靜鄉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陳碧貞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許丙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施素媒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乃慧鈴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吳秀萊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簡郁珊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俞黎明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張淑棉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婦人部 陳力瑀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男子部 張經宏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男子部 蕭志安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男子部 林承宏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男子部 張浚璋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男子部 鐘坤欽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男子部 邱龍羿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女子部 嚴偲云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女子部 劉依婷 

台中南區 南投本部 女子高中部 周嘉雯 



彰化區 彰化區 壯年部 楊順良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壯年部 魏劉焜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壯年部 陳三郎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壯年部 陳羿廷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壯年部 蕭春木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壯年部 彭逢春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壯年部 詹喻全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壯年部 廖壽生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孫月英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黃阿省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楊彩哖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陳瑞珍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柯惠香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何素真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陳專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詹淑妙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盧薏茹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李秀足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梁美玉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游月婷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梁月玲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邱高月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吳淑玲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張富美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林碧嬌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賴玉菁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黃翠芬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紀翠燕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梁藍如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李函婷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黃嫈吻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邱月麗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郭淑真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林淑芬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蘇葉麗櫻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賴思瑜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謝素鑾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白玉櫻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許秀如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葉玲珠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林秀鴻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謝富美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林秀蘭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王怡琇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曹暖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洪寶猜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陳美惠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陳淑聘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婦人部 陳美華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部 黃錫清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部 蕭仲志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部 蔡瑞春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部 曾裕鈞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部 簡如玉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部 謝佳君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部 許心慈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部 洪子婷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部 林欣溦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部 金慧如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大學部 鍾昌蘊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大學部 倪偵傑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宛廷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大學部 呂宜靜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劉佳瑜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高中部 賴洺証 

彰化區 彰化一本部 男子高中部 賴洺強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許自強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施信德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王志欽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楊文隆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周蕤鈿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羅場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周源德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許金圳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林利益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黃錦昌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許煥秋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壯年部 王祥益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簡秋燕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賴碧娥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李美珍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蘇美儒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李春梅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鄭淑華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許美真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梁慧如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楊金鳳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陳招治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林秀子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陳月琴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謝汶蓁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陳富美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李彩鑾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張美祝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莊純惠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江佳勳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蘇美蓁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陳秀宜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吳玲桂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張碧連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謝明汝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張家蓁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王明雲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姜麗君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徐素秋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錢桂梅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吳美燕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江宜娟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曾淑惠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涂素香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林秀珍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鄭美麗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粘錦秀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李淑君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吳秀暖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王清華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曾金英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白柯美滿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陳淑麗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曾英琇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李麗秋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柯秀釵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鄭聚珍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婦人部 江雅竹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男子部 黃志宏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男子部 王韋欽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男子部 蔡秉睿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男子部 蕭萬龍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男子部 謝博丞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部 江芝育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部 黃涵舲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部 林思妘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部 張嘉方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部 謝淑純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部 陳春涵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男子大學部 王智群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大學部 楊濡琦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大學部 楊黛霓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男子高中部 林宜佑 

彰化區 彰化二本部 女子高中部 王子芸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壯年部 張錫梧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壯年部 丁丙皇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壯年部 謝清雅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壯年部 李英宗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壯年部 李宏明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壯年部 徐聖博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趙慧靜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李淑琳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魏幸敏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蕭月香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周文貞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李慧卿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吳素美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李秀珠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黃純純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陳美玲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幸妙柔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黃培萱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蔡麗津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王淑雅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翁玉珮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李淑媛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廖美鑾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陳麗雲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歐雅惠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劉蕭世采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高月盆 

雲嘉區 雲東本部 婦人部 顏妤婷 

雲嘉區 雲東本部 男子部 廖文正 

雲嘉區 雲東本部 男子部 施華誠 

雲嘉區 雲東本部 男子部 林盈賢 

雲嘉區 雲東本部 女子部 侯迦玲 

雲嘉區 雲東本部 女子部 楊曉琳 

雲嘉區 雲東本部 女子部 林家伃 

雲嘉區 雲東本部 男子大學部 黃鈺翔 

雲嘉區 雲東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林似育 



雲嘉區 雲東本部 女子大學部 柯倩蓉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壯年部 許德盛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壯年部 呂鴻斌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壯年部 許進添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壯年部 王裕賢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壯年部 鄭範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張錦宙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陳佳羚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吳遷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蔡秀惠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鍾秀子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高美齡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黃朱盛梅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陳莉蓁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林金桃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林錦鳳 

雲嘉區 雲西本部 婦人部 呂金春 

雲嘉區 雲西本部 男子部 林俊輝 

雲嘉區 雲西本部 男子部 翁明義 

雲嘉區 雲西本部 男子部 林冠年 

雲嘉區 雲西本部 男子部 蔣啟明 

雲嘉區 雲西本部 女子部 平家鳳 

雲嘉區 雲西本部 男子大學部 王偉銘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壯年部 陳福成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壯年部 歐鎮沅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壯年部 蘇明山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壯年部 呂文祥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壯年部 江清和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壯年部 黃永成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林芳羽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張杏蘭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麗如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葉秀鑾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雪芳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丁麗雲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許郁枝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邱秀真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靜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張束花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蘇怜榕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明雪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蔡鳳娥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吳英芬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李廖繡勤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玉雪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劉芯惠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郭好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素雅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江麗華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冠樺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黃燕春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陳淑芬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柯月娥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林霓甄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黃雪惠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李芸嫻 

雲嘉區 嘉義本部 婦人部 葉淑芬 

雲嘉區 嘉義本部 男子部 洪冬福 

雲嘉區 嘉義本部 男子部 吳宗岳 

雲嘉區 嘉義本部 男子部 陳祈宏 

雲嘉區 嘉義本部 男子部 蘇宏坤 

雲嘉區 嘉義本部 女子部 都怡如 

雲嘉區 嘉義本部 女子部 柯廷昀 

雲嘉區 嘉義本部 女子部 陳琇慧 

雲嘉區 嘉義本部 女子部 邱馨儀 

雲嘉區 嘉義本部 男子大學部 王威勝 

雲嘉區 嘉義本部 女子大學部 樊曉勵 

雲嘉區 嘉義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奕伶 

雲嘉區 嘉義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李冠華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壯年部 王朝清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壯年部 李慶秋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壯年部 羅新豐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壯年部 張明信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壯年部 陳善正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壯年部 鄭秋景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壯年部 林威逞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黃梁麗雪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吳淑惠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蕭國華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郭焰貞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陳姝秀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邱素月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羅黃素貞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陳淑珠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楊清瑞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邱美鳳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劉淑卿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吳美津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鄭詹素珠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徐素玉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吳佳真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徐一文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李敏智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蔣敏鈴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陳淑敏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楊錦美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李秀蘭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邱靜枝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蔡雪琴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劉貞秀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吳美雪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蘇春蕙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翁秀粉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李淑觀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簡素汝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詹顏霞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趙淑美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蘇淑卿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林亞杏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陳鳳珠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周瑤鳳 

南瀛區 麻新本部 婦人部 周佩蓉 

南瀛區 麻新本部 男子部 李嘉政 

南瀛區 麻新本部 男子部 朱智成 

南瀛區 麻新本部 男子部 鄭宏揚 

南瀛區 麻新本部 男子部 陳俊宏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部 莊怡茹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部 蔡玫欣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部 張惠婷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部 趙靜柔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部 陳怡如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林佳樺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林宛儒 

南瀛區 麻新本部 女子高中部 陳念慈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王清豐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高正佳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方炳輝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張百賢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董森泉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翁鯤榮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董登富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陳勝雄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李朝宗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壯年部 盧坤能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王銀秋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程何素琴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闕聰綢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田湘筠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鄭秀慧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林愛珠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卓美麗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林秀枝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劉昭容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蘇王翊庭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吳玫樺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林金伶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王燕鈴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謝淑娟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林素姻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林麗美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陳美枝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汪惠美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王藝雪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杜錦蓮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許春玉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陳彩蘭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王綺曼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吳美香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龔麗月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杜雅惠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陳思穎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郭玉琴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陳秋珍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陳金瑛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陳文琳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蔡佾沁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方麗靜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郭秋蓮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石貴玲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蔡美玉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鍾宜芹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王錦麗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蔡佩容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黃福妹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王秀霞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郭淑娟 



南瀛區 永豐本部 婦人部 李吳惠英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部 羅元鴻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部 曾信陽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部 王建茗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部 于維德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部 賴新興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部 胡人豪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部 楊雅君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部 丁筱琪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部 陳怡如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部 虞鳳娟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部 林音如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部 董素華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部 李千玉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大學部 陳禹廷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大學部 呂建緯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大學部 朱益民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大學部 尤柔舒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佩君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大學部 王培馨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林瑋婷 

南瀛區 永豐本部 男子高中部 丁信文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高中部 古雅卉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高中部 林雅崎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高中部 宋盈瑩 

南瀛區 永豐本部 女子高中部 周芳媺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壯年部 陳嘉裕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壯年部 王志成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壯年部 沈耀琮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鄭杜如玉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王桂鶯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羅淑靜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王昭月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王靖雅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洪如亮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汪珍妹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陳秀梅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鄭玉香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龔薇貽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吳美玲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郭瑞珠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許怡真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陳素娥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林玲貞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洪瑞繁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陳水芬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蔡雪貞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楊芳茹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洪明惠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傅玉燕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楊素真 

台南區 安南本部 婦人部 蕭美妮 

台南區 安南本部 男子部 莊和民 

台南區 安南本部 女子部 楊碧燕 

台南區 安南本部 女子部 黃品欣 

台南區 安南本部 女子部 薛雅方 

台南區 安南本部 女子部 顏佩君 

台南區 安南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怡萱 

台南區 安南本部 女子高中部 陳玟伶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壯年部 高讚福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壯年部 石孝國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壯年部 陳宗漢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壯年部 鄭宗昌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張麗淑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林千善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曾瑞穗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胡秋燕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蔡美君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陳錦鳳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吳佩玲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李愛玉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洪玉韻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黃桂金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陳麗香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林淑玲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吳淑玲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薛錦菊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林李珮珊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吳淑滿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林朝雀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王雪美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蘇美蘭 

台南區 府城本部 婦人部 李愛華 

台南區 府城本部 男子部 謝慶成 

台南區 府城本部 男子部 林源 

台南區 府城本部 男子部 市川博幸

台南區 府城本部 男子部 蘇家聖 

台南區 府城本部 男子部 朱緯哲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部 陳嘉琪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部 曾千芬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部 蘇意如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部 張慧加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部 許丞慧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部 曾郁琦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瑞芬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伊琳 

台南區 府城本部 女子高中部 洪瑛鴻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莊勝凱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廖清文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劉文基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孫國庭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陳益週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蔡崑樹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李建興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張立民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黃清富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謝飛光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蘇聰慧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林烶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劉文清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蘇進吉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許相坤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薛枝順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吳進忠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高林貴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壯年部 林進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鍾滿英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張馬寶鑾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張素珍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王美嬌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李膆慧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葉錦鳳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簡世芬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王文鶯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蔡桂里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林月秋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陳麗敏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柯春香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劉妙芳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王淑珍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鄧素惠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吳秀美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林沙莉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鍾玉玲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蔡桂美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劉秀春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何春瑾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蔡夜好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薛蕙禪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陳淑敏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黃秀菊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鄭秀珍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鄒美華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王素蓮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張鄭玉金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許彩琳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黃麗玉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陳麗評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薛惠月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謝宜庭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林秀琍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吳麗華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黃雪華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黃秀珍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蔡碧霞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任吳秀琴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婦人部 曾素霞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男子部 薛木旺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男子部 許煌奇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男子部 楊明諺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男子部 萬克勇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部 林曉君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部 洪三喜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部 蘇璿儼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部 張家濡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部 蕭麗秋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部 林秀芳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部 陳怡臻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高曉麗 

高雄北區 岡山本部 女子大學部 彭光慈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趙明泉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李春棋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陳國陽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張辛峰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陳德坤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林碧曙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許忠仁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周清華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盧炳昌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陳青松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朱盟玄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葉錦文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陳錦豐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陳南都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張金鵬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梁瑞安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馮冠祥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廖進鐘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壯年部 蘇仙明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蘇美雪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董芬蘭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郭錦雲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鄭彧如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郭素伶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張碧蓮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柳慧菁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呂麗琴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蘇秀真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何清桂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陳素貞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張李綉雲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莊鳳玉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曹何敬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陳諭瑩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蘇炎葉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周英菊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馬麗綿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黃惠紅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佘蔡火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辛美麗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歐秀美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林金枝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洪含蕊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蔡淑卿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李慧香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李淑卿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洪智惠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謝玉琴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林雪貞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朱林美麗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鄧世芬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尤伯蜂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張秀蘭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陳瑞美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陳虹陵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莊惠貞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楊黃緹湄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劉雲雀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張錦璽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翁美芳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呂宜玲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施美華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薛艷紅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林美伶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莊惠君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婦人部 吳雪貞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男子部 李安祥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男子部 張原彰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黃月眉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羅羽珍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許惠雯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黃立琦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邱秀芳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陳姿吟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張慕琪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洪明媛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趙彗靖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游景琍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潘怡慧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傅美珍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陳燕蓉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張桂慈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黃思綺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部 林秋良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男子大學部 陳世芳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男子大學部 蔡孟謙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怡萍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林怡如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高中部 許郡芳 

高雄北區 博愛本部 女子高中部 何雅琳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林戊鏞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魯基文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劉光明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劉貴昌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蔡瑞麒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王國廷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黃世明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壯年部 陳振元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陳淑薇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劉燕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黃蔡金鑾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黃卉蓁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楊時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陳秀美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陳慎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楊惠軫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李仲敏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朱俊慧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黃雅玲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曾菊娣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梁心馨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湯愛蓮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蔡美惠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王曉佩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王碧玲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陳又綸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江溫娟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方水敏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韓靜如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高京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周怡秀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林寂昭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林紫琳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謝秋紅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蔡美雲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吳藍菁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陳秋蘭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董秋金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黃碧娥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婦人部 林素貞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部 金仁偉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部 吳首孟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部 蕭立宏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部 曾勁嘉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部 黃淵源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部 蔡君毅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魏美真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王暄雅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黃鈺閔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王珮陵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許惠容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藍錦秋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葉冠麟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部 徐韻茹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大學部 洪秉彰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大學部 許菀芸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男子高中部 邱柏翔 

高雄中區 三民本部 女子高中部 蔡佳玟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廖明烈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戴開運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郭滿雄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胡國吉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黃招勝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呂武吉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劉育義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陳弘澤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張添桂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蔡憲承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曾明雄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壯年部 江滿堂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林金菊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林信惠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連清雲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曾美容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謝秋梅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高春金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彭美雲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吳秀鳳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曾淑敏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劉申娣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柯玉鳳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楊于嫻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游銀蕊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黃惠卿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潘秋霞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黃惠秀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卓月嬌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林椿美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曾淑琴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蔡燕卿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林淑芬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高月娥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郭俐婕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鍾玟珠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陳麗珠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李雅齡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黃文燕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陳淑姜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沈淑華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顏春嫣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潘柔容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張英姬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婦人部 徐秋月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男子部 曾文彥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男子部 李人豪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男子部 葉景文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男子部 李俊雄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部 張靖琦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部 陳彥于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部 黃雅鈴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部 范綺君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部 蔡惠冠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部 黃毓琦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大學部 陳慧蓮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高中部 杜依靜 

高雄中區 港都本部 女子高中部 刁芃允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顏宏文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莊承璋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陳江明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林閂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林顯宗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宋瑞祥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涂文宗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馬水和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林政裕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林耀堂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壯年部 陳俊雄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鍾亮慧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劉金蘭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林麗淑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陳貞吟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劉姿伶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吳阿香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何美枝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王敏蓉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李邱連珠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漆素芳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陳郭梅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林春花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張翠麗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李采恩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楊家莉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李淑貞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趙美順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呂梅芬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陳素貞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曾栗萱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許玲瓏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林芳瑜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許金蘭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藍秀鳳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王桂蘭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陳錦鶴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張彩雲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鄧秀霞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劉佩青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陳慧娜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胡桂雲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盧瑜湘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婦人部 顏春課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部 姜景筌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部 林明儀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部 石鈺全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部 陳建琪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女子部 賴苑融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女子部 郭麗如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女子部 馬千惠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女子部 郭靜怡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女子部 顏綦嬅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大學部 蔡佳興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大學部 葉韋廷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女子大學部 梁琬婷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思嘉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高中部 盧煜展 

高雄南區 民權本部 男子高中部 蘇裕舜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陳崑進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施麗榮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郭昭東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蕭國裕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王瓦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潘貴發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王順乾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壯年部 俞樂飛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洪秀芬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薛張芳惠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楊冬梅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張運英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陳例岑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陳怡如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郭麗鈺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柯蘭桂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陳女卿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吳月裡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蔡佳伶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林麗華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何秋蘭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洪麗香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張美惠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劉淑梅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施金連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戴秋惠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周慧萍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余淑美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林京瑩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黃雪珍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林思紓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蘇秀琴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董美蘭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林素梅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陳美珍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陳秀梅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陳秀美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張婷芳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原明珠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楊麗美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黃月美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何玉梅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蔡金蕊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張筱沛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賴麗園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婦人部 陳雪娥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男子部 吳文舉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楊惠雯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莊藍潔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孫儷菁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劉小琪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吳婷伊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王信宣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林貞妏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部 劉純汝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男子大學部 佘宇弘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大學部 周羿伶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大學部 李佳靜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大學部 楊惠萍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高中部 陳以青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高中部 王惇惠 

高雄南區 港新本部 女子高中部 蔡立瑄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莊竤允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蔡有為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卓福基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余武田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陳文得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張光鑑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陳進上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周昇政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蔡勝煌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余秋林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陳志豪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孟慶賢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壯年部 吳世仁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黃陳白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鄭麗鳳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王儷琴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柯麗芳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許靜惠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林麗娥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陳月霞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林燕停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孫妙驊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張妙媛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王孟麗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郭愛珠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邵秋桃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羅淑芬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何蕙甄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李秋英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吳淑美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蘇麗玉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洪素月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蔡瑞英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林秀貞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莊惠敏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黃瓊蓉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嚴淑貞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吳清子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潘鳳嬌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黃秀華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劉美蘭 

高屏區 鳳城本部 婦人部 陳麗妃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部 姚國榮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部 簡甫峯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部 蘇柏彰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部 張嘉揚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部 王筱婷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部 余羿萩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部 黃于倩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部 楊秀雯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部 柯名桂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部 陳姵君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大學部 柯弼晉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大學部 蔡易修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大學部 黃渟玫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高中部 沈嘉祥 

高屏區 鳳城本部 男子高中部 蔡宗翰 

高屏區 鳳城本部 女子高中部 張慈紋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羅寬惠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涂文正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林文宗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鄧家維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陳郁貴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周光男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林柏和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郭敏裕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謝新真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陳明頓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壯年部 簡貴財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陳嫩眉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邱桃妹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張秋月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鄭麗珠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許玉芳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鍾采岑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陳麗銘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徐琬君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許美燕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梁淑儒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余玉滿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李娟麗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白月嬌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周玉慧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蔡慧蓉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李吳春霞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賴美雲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林美惠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曾銀英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歐陽淑珠

高屏區 屏東本部 婦人部 伍娟儀 

高屏區 屏東本部 男子部 李金財 

高屏區 屏東本部 男子部 郭連昇 

高屏區 屏東本部 男子部 王孝仁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部 許玉梅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部 唐爾男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部 李佩娟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部 陳麗玲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部 賴佩君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部 林育伶 

高屏區 屏東本部 男子大學部 趙子誾 

高屏區 屏東本部 男子大學部 粘書維 

高屏區 屏東本部 男子大學部 許仁豪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大學部 沈奕均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大學部 王梨桂 

高屏區 屏東本部 女子高中部 鄭育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