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年度 區務參事芳名錄
所屬分會 會員名稱

1 雲林縣 何瑞鄰

2 雲林縣 吳光哲

3 雲林縣 廖冠雄

4 雲林縣雲鳳 賴淑娞

5 雲林縣雲鳳 洪錦慧

6 雲林縣雲鳳 林桂蘭

7 雲林縣雲鳳 黃尤美

8 雲林縣雲鳳 廖千慧

9 雲林縣雲鳳 賴瑪玲

10 雲林縣斗六 簡明欽

11 雲林縣斗六 陳泳松

12 雲林縣斗六 游景欽

13 雲林縣斗六 謝溪明

14 雲林縣斗南 蘇坤發

15 雲林縣斗南 顏忠義

16 雲林縣斗南 黃榕全

17 雲林縣斗南 翁明漢

18 雲林縣南惠 楊珠蝶

19 雲林縣南惠 吳靜芳

20 雲林縣西螺 廖元信

21 雲林縣西螺 廖明科

22 雲林縣西螺 林哲勛

23 雲林縣西螺 程文聰

24 雲林縣西螺 蔡德福

25 雲林縣崙背 李文釜

26 雲林縣崙背 莊錦癸

27 雲林縣崙背 李翁誠

28 雲林縣崙背 李萬裕

29 雲林縣崙背 李國禎

30 雲林縣二崙 廖宏峻

31 雲林縣二崙 吳俊翔

32 雲林縣同心 康雅洲

33 雲林縣同心 王添鵬

34 雲林縣同心 吳村田

35 雲林縣虎尾 王財森

36 雲林縣虎尾 蔡錦堡

37 雲林縣虎尾 方科元

38 雲林縣虎尾 蔡和恭

39 雲林縣虎女 李美惠

40 雲林縣虎女 許淑惠

41 雲林縣虎女 林月霞

42 雲林縣台西 吳俊德

43 雲林縣台西 周芳利

44 雲林縣台西 李文來

45 雲林縣台西 杜業陞

46 雲林縣台西 陳啟川



47 雲林縣麥寮 温芷蓮

48 雲林縣麥寮 沈秉鋐

49 雲林縣麥寮 楊龍屈

50 雲林縣麥寮 林森敏

51 雲林縣麥寮 許世益

52 雲林縣麥寮 康正宗

53 雲林縣麥寮 鍾坤璋

54 雲林縣麥寮 謝昭寶

55 雲林縣麥寮 林桓甫

56 雲林縣北港 蘇紋亨

57 雲林縣北港 魏添圻

58 雲林縣北英 鄭彩玲

59 雲林縣北英 郭惠蘭

60 雲林縣北英 陳寶貴

61 雲林縣北英 鐘裘玟

62 嘉義市嘉義 蔡達林

63 嘉義市嘉女 林里

64 嘉義市嘉女 傅梅英

65 嘉義市嘉女 余節珠

66 嘉義市嘉女 楊榮玉

67 嘉義市嘉女 吳鳳珠

68 嘉義市桃城 李佩珍

69 嘉義市桃城 蔡育輝

70 嘉義市桃城 蔡惠如

71 嘉義市真善美 蔡習好

72 嘉義市真善美 沈承諺

73 嘉義市真誠 張嘉麟

74 嘉義縣朴子 陳嘉原

75 嘉義縣新港 郭傳福

76 嘉義縣新港 陳祈孟

77 嘉義市嘉華 郭靜瑤

78 嘉義市益華 李日瀚

79 嘉義市嘉中 許智勳

80 嘉義市嘉中 葉耀禎

81 嘉義市吳鳳 王魯泉

82 嘉義市吳鳳 羅崑龍

83 嘉義市蕙蘭 劉黃玉鏵

84 嘉義市蕙蘭 吳慧英

85 嘉義市蕙蘭 倪慧芳

86 嘉義市蕙蘭 錢忠華

87 嘉義市蕙蘭 林金貞

88 嘉義市玉山 王東隆

89 嘉義市玉山 林清憲

90 嘉義市嘉鳳 黎澤花

91 嘉義市嘉鳳 朱懷玉

92 嘉義縣阿里山 秦水德

93 嘉義縣阿里山 黃炳鈞

94 嘉義縣阿里山 黃金河

95 嘉義縣阿里山 陳源隆



96 嘉義縣阿里山 陳信翰

97 嘉義市蘭潭 吳榮貴

98 嘉義縣嘉泰 陳英春

99 嘉義縣嘉泰 羅復元

100 嘉義縣嘉泰 應淑娟

101 嘉義縣嘉泰 陳彥良

102 嘉義縣嘉泰 李宗哲

103 嘉義市北回 林建慶

104 台南縣 賴重谷

105 台南縣 張鐘伍

106 台南縣 記堂溢

107 台南縣 江進丁

108 台南縣中央 何昇璉

109 台南縣中央 劉立綸

110 台南市鹽水 陳海清

111 台南市鹽水 謝奇達

112 台南市惠群 林瑩津

113 台南市惠群 嚴靜華

114 台南市佳里 陳碧宗

115 台南市佳里 王孟彥

116 台南市佳里 王國賢

117 台南市新鳳 陳黃美月

118 台南市麻豆 顏雍哲

119 台南市麻豆 李明和

120 台南市新化 蔡博智

121 台南市新化 呂雨蓁

122 台南市永康 邱登源

123 台南市永康 鄭久才

124 台南市永康 胡進財

125 台南市永康 蘇偉忠

126 台南市永美 高麗雲

127 台南市永美 鄭玉娟

128 台南市噍吧哖 郭明賢

129 台南市噍吧哖 黃建榕

130 台南市群英 林盈全

131 台南市群英 魏孟融

132 台南市南瀛 陳濬騰

133 台南市南瀛 謝緯翔

134 台南市南鳳 陳淑媖

135 台南市南鳳 方鈺雅

136 台南市新豐 戴志哲

137 台南市新豐 黃文平

138 台南市南一 李漢坤

139 台南市仁德 康倧達

140 台南市仁德 蔡榮哲

141 台南市新市 蔡耀鴻

142 台南市新市 鄭仁崇

143 台南市展望 謝瑋鎧

144 台南市展望 林琬玲



145 台南市赤嵌 陳宏恩

146 台南市中山 楊峻莑

147 台南市名人 何銘池

148 台南市成功 林雍清

149 台南市中正 林明溢

150 台南市自強 吳瑞傑

151 台南市真善美 馮玉玲

152 台南市西區 陳淑玲

153 台南市安南 陳進龍

154 台南市南都 蔡瑞穠

155 台南市中央 陳俊煌

156 台南市中央 黃佳文

157 台南市城中 朱華祺

158 台南市博仁 林俊良

159 台南市博仁 林威廷

160 台南市博仁 黃子哲

161 台南市友聯 吳碧玉

162 台南市延平 鍾愈甯

163 台南市歸仁 王春生

164 台南市歸仁 邱明財

165 台南市歸仁 劉文達

166 台南市城都 吳政勳

167 台南市鳳凰 陳錦珠

168 台南市鳳凰 張美玲

169 台南市南媖 簡恬珍

170 台南市府城 杜誼蒲

171 台南市金城 劉洋一

172 台南市金城 李東源

173 台南市龍興 李四隆

174 台南市龍興 黃義弘

175 台南市吉祥 李罄慧

176 台南市第一 黃振芳

177 台南市第一 曾平允

178 台南市春暉 李珮熙

179 台南市春暉 郭怡君

180 台南市如意 王儷靜

181 台南市如意 倪銓成

182 台南市如意 劉程洋

183 台南市古都 陳冠諭

184 台南市仁愛 鄧文義

185 台南市北門 邱煒棠

186 台南市永恒 吳心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