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派漢 邱寶偉 游世鑑

王國賢 俞大偉 游經勇

2009～2017連續9年

王國賢 俞大偉 游經勇

王漢章 俞禮亮 程景西

王震科 施建州 賁俊蓮
王錦祥 徐春福 黃俊誠

田馥綱 徐錦駿 楊天虎田馥綱 徐錦駿 楊天虎

石發基 高金樹 楊金海

江清棟 高清海 楊連松

何耿烈 張國徽 劉木金

吳甫仁 連武忠 劉伸立

吳專吉 郭明樹 劉村陽

吳清塵 陳永正 劉明元

吳憲治 陳志誠 潘志成

吳燦忠 陳和春 蔡金福

呂四川 陳忠寶 蔡萬春

呂長駿 陳亮華 鄭守利

李建亨 陳政任 鄭家齊

李瑞傳 陳國榮 鄭凱中

李賢振 陳培基 鄭朝升

沈明陽 陳清輝 賴劉銘

周天寶 陳隆渥 戴立國

周炎煌 陳萬軍 戴秀妤

林文旭 陳穎裕 謝志雄

林伯育 麥春福 謝俊程

林宗杰 曾大維 謝群忠

林振華 曾明輝 蘇接

林國仁 曾錫經 蘭繼業



丁永惠 林永和 張庭瑋 陳清元 劉兆雄

卞念祖 林孝光 張紹軒 陳連鎮 劉志鬥

尤志豪 林宏勇 張博安 陳敬育 劉明杰

牛兆麟 林志中 張智雄 陳敬旻 劉建華
王文柄 林志昌 張琮瑋 陳銘欽 劉庭瑋

王俊傑 林育德 張銘華 陳增榮 劉康全

王政道 林其玉 張銘賢 陳德安 劉富英

王家海 林忠信 張德廷 陳憲瑞 劉鈞銘

王健帆 林旺德 張德強 陳澤維 劉漢松

王博宏 林建民 張蔭華 陳鵬中 劉篤忠

王進鋒 林建志 曹立銘 陳儷穎 潘綱凌

王萬福 林昶羽 梁嘉宇 傅昌興 蔡文偉

石崇志 林重發 章振瑋 彭明棋 蔡見得

伊國忠 林原吉 莊進財 彭國雄 蔡尚明

朱承杰 林書增 許世和 曾宏霖 蔡建發

朱信璁 林啟豐 許世雄 曾冠樺 蔡茂崑

朱清吉 林淑惠 許永鈿 曾維強 蔡健春

何贒中 林裕揚 許廷榮 游士傑 蔡貴

吳介聰 林慶平 許惠民 游旻熹 蔡樹發

吳永盛 林舉政 許智傑 游錫賢 鄧國璋

吳佳和 邱一峰 許雅惠 程金祥 鄧堯文

吳冠毅 邱英銘 許慧龍 黃又萍 鄭安得

吳逸駿 俞見能 連世欣 黃文宏 黎麗美

吳順義 姜明宗 郭壽昌 黃日峰 盧正勝

呂其國 施建裕 郭榮華 黃廷堅 盧坤煌

呂岳峰 施添旺 郭錦鴻 黃志村 盧恒隆

呂明洋 施清文 陳文德 黃尚彬 蕭明煌

呂春長 柯金坤 陳火金 黃明順 蕭為中

呂盈嬌 柳鎮鈿 陳正亮 黃金木 蕭煥龍

呂樹生 洪至仲 陳正豐 黃恒農 蕭榮安

宋杰穎 洪春山 陳志育 黃修婧 戴永惟

李村棋 胡曉文 陳志忠 黃淑英 戴志郎

李佳恩 徐仁政 陳志連 黃進發 戴林紋

李信興 徐永勳 陳志維 黃順吉 薛志成

李建輝 徐宗宏 陳志營 黃顯發 薛清松

李政哲 徐奕麟 陳邦堅 楊文金 謝智龍

李盈春 徐建忠 陳來居 楊東雄 鍾文貴

李素綿 徐培楠 陳其璜 楊俊雄 鍾再基

李記輝 徐樹剛 陳奇福 楊喬光 韓志明

2013～2017連續5年



2013～2017連續5年

李偉智 徐澤仁 陳忠義 楊嘉德 闕振哲

李榮漢 高浩智 陳東其 楊壽星 顏清湶

汪國豪 高浩然 陳俊智 楊壽堂 魏嘉宏

沈宗彥 高浩鈞 陳信豪 葉天養 魏嘉良

卓宗慶 高逢春 陳建仲 葉江楓 羅志煌

周景發 屠一華 陳建誠 董增蓬 羅棋合

周進德 康書源 陳思翰 詹岳達 羅澤婷

季明正 張正憲 陳政通 鄒泳南 竇蒙軍

房運成 張玉廷 陳炳煌 廖桃源 竇蒙飛

林文建 張仲瑋 陳界志 廖進義 蘇孟芳

林文祥 張江水 陳致佑 廖經龍 蘇柏宇

林世宗 張自萍 陳英德 熊大明 鐘金定

林世昌 張志杰 陳家樑 趙友聖 黃成雙

林世彬 張志銘 陳庭鈞 趙國祥

林永木 張家欽 陳祖霖 劉世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