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春憲 段智友 楊宗翰

王玫 范玉玲 楊欣儒

王雅亮 徐嘉偉 楊嵐智

田育芬 徐銘鴻 楊智其

余建賢 翁文喜 楊登順

吳志忠 張正杰 楊雅文

吳思儒 張自立 廖美鳳

吳柏毅 張家瑜 廖運睿

吳玲娟 張國珍 劉文遠

宋祚忠 張朝翔 劉芳如

宋國用 張藝臻 劉雲傑

李宗勳 曹瑞玉 劉德祥

李尚展 梁格寧 潘睿敦

李昱葳 梁琬奇 蔡佳玲

李偉俊 莊孟憲 蔡執仲

李詩雯 許民陽 蔣文萍

汪俊良 許容瑜 盧居煒

辛懷梓 陳建志 蕭人瑄

周鴻騰 陳麗淑 賴宣吟

林之丞 陳獻宗 賴燕珍

林建棕 彭國棟 謝沛妤

林彥伶 曾郁惠 謝嘉睿

林書婷 黃正評 謝議霆

邱美蘭 黃國斌 鍾兆晉

邱郁芬 楊    樺 蘇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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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寧 吳函芸 卓純如 邱俊翰 張薰昀 陳彥妃 曾逎鈞 黃語婷 劉秉昇 鄭詒心 簡婉庭

王文君 吳岡旆 周駿逸 邱惠妤 張馨文 陳恆婷 曾意珊 黃瓊儀 劉芮妤 鄭雯惠 簡嘉珍

王文婷 吳易勳 官怡秀 邱雅莉 曹珞盈 陳映伶 曾靖絜 楊士鋒 劉芸萍 鄭蕙玲 藍羚元

王文輝 吳雯菁 林大正 邱雅莘 曹軒鳴 陳映妤 程盛旺 楊月姿 劉俊佑 魯翠儀 顏世枋

王坤得 呂芷其 林月菇 侯文惠 莊永浰 陳昭惠 童詩融 楊佩臻 劉俐君 黎立萱 顏芝芸

王長慶 呂桂芬 林宇哲 侯孟佳 莊翰 陳盈如 項柏翰 楊庭瑄 劉美秀 盧薇喬 魏承德

王南昕 呂智媛 林余儒 姚望 許廷宇 陳盈錚 馮立誼 楊筑鈞 劉韋伶 蕭人瑄 羅先耘

王品慈 呂銘菁 林佳諭 柯恕卿 許美蘭 陳秋英 馮志銓 楊詠而 劉耕佑 蕭存宏 蘇玉芬

王若穎 宋重志 林依宣 洪上翔 許惠雯 陳郁方 馮黛苓 楊雅卉 劉淑屏 蕭淑碧 蘇珮婷

王浩語 李千民 林昀萱 洪胤倫 許智鈴 陳韋呈 黃文頌 葉明慈 劉善德 賴安郁 蘇富美

王啓川 李季 林明宜 洪鈴雅 許舒婷 陳倍倫 黃育雯 詹佳和 劉雅馨 賴羽璿 蘇菀陵

王羚 李幸蓉 林易平 洪瓊姿 許溦倢 陳哲霖 黃其君 詹紹楷 歐銘仁 賴佳莉 蘇貴美

王維毅 李弦璁 林易辰 范銘仁 許慕淇 陳珮君 黃宗舜 詹椘媛 潘之甫 賴春淨 龔鈺文

王證皓 李怡璇 林欣儀 唐曉聰 許瓊月 陳珮萱 黃玟蓁 詹銀婷 潘忠廷 賴清實

王齡慶 李明親 林炘樺 孫郁翔 郭依萍 陳婉馨 黃奕然 詹勳棋 蔡文烜 賴曉嫻

主曉萱 李春惠 林奎嚴 徐婕容 郭怡伶 陳湘菱 黃美莉 廖勁智 蔡佩珊 駱淑真

古芳華 李春蓮 林宣孜 翁傑 郭欣怡 陳陽 黃悅筑 廖奕璿 蔡佳憓 鮑集靖

白芷瑞 李宸宇 林盈秀 翁慶閑 郭雨欣 陳雅婷 黃富 廖彥茹 蔡侑樺 戴梵宸

朱珮文 李振豪 林晏滺 高子傑 郭俊維 陳瑋菱 黃湙絜 廖紋英 蔡欣妤 戴豪星

江岱融 李敏淳 林書婷 高國斌 郭姿儀 陳瑞雲 黃紫瑜 廖紬君 蔡洧清 謝子陵

江欣穎 李焄溱 林珮萱 高禎蔚 郭哲凱 陳葦恬 黃雅真 廖雅盈 蔡淑伊 謝沛妤

江懿德 李凱云 林敏蕊 張巧昀 陳子碧 陳詩玫 黃雅婗 翟磊 蔣志軒 謝佳吟

何季陶 李雅君 林淑芳 張珈瑜 陳世穎 陳誠詩 黃雅惠 趙健安 蔣沛志 謝佳雯

何欣澄 李霈瑄 林瑋琦 張萓芝 陳怡萍 陳緯如 黃意庭 劉志峯 蔣壽德 謝宜蓉

何家華 杨琇伊 林嘉恩 張瑄紘 陳信實 陳韻彤 黃敬雯 劉佩瑾 鄧伊棋 鍾偉煌

余淑娟 沈瑛珊 林慧宇 張筱芸 陳冠妙 黄清菁 黃瑋筠 劉佳芳 鄭侑庭 鍾筱玲

吳沁芸 阮韞澈 邱世仁 張璟怡 陳勁宇 彭以萱 黃盟雅 劉依玲 鄭昀欣 鍾嘉怡

吳秀英 卓佳靜 邱玉梅 張錫塒 陳勇戎 彭彥儒 黃鈺婷 劉治竫 鄭茵 簡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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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Simpson 江玉玲 沐桂新 邱岳瑩 張永州 陳是瑩 楊懿如 蔡慧敏

丁力行 江哲銘 周家弘 邱雅婷 張育傑 陳炳煌 萩原豪 鄧銘

尤泳智 江琇瑩 周儒 邱詩揚 張峰垚 陳祝滿 葉欣誠 鄭辰旋

方偉達 何小曼 周奮興 侯珏 張珩 陳素晴 葉國樑 鄭景仁

方智芳 何昕家 林心怡 柯淑婉 張益誠 陳維立 葉凱翔 鄭朝雄

王玉璽 余泰毅 林文敏 段文宏 張惠珠 陳叡瑜 葉榮仁 盧昭彰

王佩蓮 吳文德 林世旻 洪木利 張菁砡 陳麗文 詹麗足 蕭瑞棠

王俊秀 吳世卿 林妤蓁 洪慶宜 張雅淩 游騰穎 靳知勤 賴啟銘

王昭湄 吳忠宏 林育婕 洪耀明 張瑋尹 童惠芬 廖運志 賴雅芬

王美玲 吳美麗 林育祺 胡子陵 梁明煌 辜嚴倬雲 榮芳杰 薛怡珍

王美玲 吳倩菊 林佳青 胡家溱 梁貴梅 黃木蘭 榮芳杰 謝牧鄉

王書貞 吳淑美 林佳靜 胡淑貞 莊培梃 黃正文 趙仁方 闕雅文

王從恕 吳勝斌 林孟龍 范士文 莊智雄 黃仲明 趙眉茜 顏瓊芬

王喜青 吳景達 林宗岐 倪世文 莊潔 黃彥霖 劉世鈞 羅新興

王雅玢 吳鈴筑 林明瑞 倪世標 許世璋 黃國鋒 劉奇璋 譚至皙

王順美 呂天從 林明輝 唐貺怡 許亞儒 黃基森 劉俊昌 蘇盛雄

王瑋龍 呂雪峰 林青蓉 孫秀如 許振宏 黃富昌 劉冠妙 饒達欽

王德昌 李子建 林冠慧 孫國勛 許嘉軒 黃琴扉 劉思岑 顧瑜君

王慶龍 李文德 林美香 孫婉菁 許毅璿 黃愈娟 劉書彥

王懋雯 李永展 林宸嶢 徐宜鈴 連麗玲 黃嘉郁 劉書彬

王鴻濬 李光中 林素華 徐國士 郭乃文 黃璋如 劉惠元

王鑫 李宗憲 林新沛 徐榮崇 郭兆偉 黃曉君 劉湘瑤

古素錚 李杰沛 林瑋龍 徐慶宏 陳仕泓 黃鵬霖 劉翠萍

白子易 李芝瑩 林維捷 晏涵文 陳正利 楊冠政 劉潔心

白志元 李健育 林維㨗 袁瑞雲 陳永進 楊恬儀 潘淑蘭

任孟淵 李得元 林慧年 高翠霞 陳旻 楊悠娟 蔡月美

朱惠芳 李淑真 林慶元 康敏捷 陳沼舟 楊惠淳 蔡尚惪

朱懿千 汪靜明 林錦華 張子超 陳勇輝 楊瑞芬 蔡岳展

江允智 沈秀雀 邱文彥 張尹繻 陳品詩 楊磊 蔡清林

111年度永久會員名冊


	一般會員名冊
	學生會員名冊
	永久會員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