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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施興國
連松淋 洪鳳儀 蔣敏一 蔡妃珠 李美玉
謝禧明 賴復霄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施興國
林悅文 連松淋 陳大川 黃立雄 洪鳳儀
蔣敏一 闕雅美
林宗義 張邦良 賴佑哲 楊正昭 林悅文
連松淋 陳大川 洪鳳儀 蔣敏一 闕雅美
林蔚榮 宋善青
施興國 許建立 林聖哲 吳淑如 賴德修

李純蓮 林正輝 闕稚美 宋善青 闕雅美
林慰榮 林悅文
張邦良 王正輝 陳俊銘 廖純如 楊正昭
許建立 吳振揚 陳朝夫 林正輝 張麗平
蘇賜發 宋善青 林慰榮 吳淑如 賴德修
賴佑哲 陳端華
張邦良 陳朝夫 蔡澄洲 廖純如 陳端華
許建立 吳振揚 張亦凱 楊正昭 張麗平
李純蓮 鍾鴻貴 呂阿福 盧月鉛 賴美守
張瓊珍 蘇祐民
王正輝 陳朝夫 陳端華 蔡澄洲 張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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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1995‐1996

1996‐1997

王正輝 陳朝夫 陳端華 蔡澄洲 張麗平
楊正昭 蔡秀珠 張立勝 鍾鴻貴 郭順蓮
王富美 林瑞麟 盧月鉛 賴美守 孫國棟
葉振祥 林東淵
王正輝 廖純如 羅廷瑄 蔡澄洲 鍾鴻貴
蔡秀珠 程得勝 侯武彰 林悅文 郭順蓮
王富美 李純蓮 林士朗 盧月鉛 賴美守
孫國棟 葉振祥
周洪才 羅廷瑄 李純蓮 蔡秀珠 程得勝
侯武彰 謝瑞林 廖純如 王海萍 黃順進
詹元稹 李贊星 林仁森 鐘淑汝 王正輝
葉振祥 郭順蓮
周洪才 羅廷瑄 李純蓮 侯武彰 廖純如
詹元稹 李贊星 黃順進 廖雪瓊 謝瑞林
李鴻慶 林修民 魏順得 鐘淑汝 楊崇志
程得勝 高源雄 林仁森
楊正昭 郭順蓮 張亦凱 陳端華 吳權益
李贊星 楊祟志 鐘淑汝 周洪才 詹元稹
蔡秀珠 林修民 廖雪瓊 高源雄 謝瑞林
陳思翰

1997‐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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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興國 郭順蓮 張亦凱 陳端華 吳權益
梁壽美 楊崇志 林修民 楊凱淦 楊正昭
高源雄 陳思翰 陳其諒 胡勝光 葉茂雄
羅廷瑄 張亦凱 吳權益 梁壽美 楊凱淦
吳文誠 葉茂雄 楊正昭 施興國 陳思翰
陳其諒 胡勝光 許建立 李建德 鐘淑汝
陳啟耕
羅廷瑄 許建立 葉茂雄 李純蓮 梁壽美
吳文誠 鐘淑汝 陳啟耕 王文裕 林紋守
許素芬 楊育達 陳其諒
許建立 張亦凱 楊忠達 鐘淑汝 羅廷瑄
王文裕 林紋守 許素芬 陳啟耕 楊育達
李純蓮 林英俊 葉明珠 陳怡君
周洪才 張亦凱 楊育達 葉茂雄 許素芬
楊永欣 林瑞麟 王文裕 林紋守 李純蓮
林英俊 陳怡君 李贊星 林韋達
周洪才 葉茂雄 黃威傑 楊永欣 盧月鉛
吳文誠 林瑞麟 李金萍 李贊星 王傑生
林韋達 梁壽美
王傑生 張亦凱 楊育達 葉茂雄 許素芬
陳思翰 吳文誠 林瑞麟 李金萍 李贊星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2‐2003

2003‐2004

林韋達 梁壽美 周洪才 楊凱淦
王傑生 吳文誠 鐘淑汝 黃惠美 范瑋琪
田興和 蔡霞芬 陳思翰 盧月鉛 李金萍
梁壽美 曾依凡 陳敏夫 許建立 
王正輝 張亦凱 田興和 黃威傑 蔡霞芬
鐘淑汝 蔡秀珠 洪考貞 劉長富 劉坤益
柯美香 施興國 蔡雅玲 許慧瓊
施興國 張亦凱 田興和 王正輝 劉坤益
鐘淑汝 葉國淼 蔡雅玲 蔡秀珠 盧月鉛
張瓊珍 柯美香 許慧瓊 劉長富 林蔚榮 
施興國 劉坤益 葉國淼 劉長富 張瓊珍
張鍾玲 盧月鉛 巴如玉 柯美香 戴振華
蔡雅香 林洋聖 許慧瓊 林蔚榮 
張亦凱 盧月鉛 葉國淼 張瓊珍 戴振華
巴如玉 林洋聖 蔡雅玲 英秀青 劉仲明
張鍾玲 洪考貞
廖純如 黃威傑 巴如玉 張亦凱 林洋聖
英秀青 王蔡妃珠 林漢章 林煥常 劉仲明
蔡雅玲 田興和 張鍾玲 洪考貞 戴振華

2014‐2015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