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睌宴座位圖

桌次1 桌次2 桌次3 桌次4 桌次5 桌次6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唱、計票) 莊寶華2 林昇全2 蔡慶裕 陳明聰1葷 選監人員

高師大12 莊益崢2 黃明祥1 林耀崇 李文衡3 王嘉和

張世民3 黃文騫1 以上座位均由電腦自動排位 林雍森 陳本源 陳穗平

屏東縣公會5 馮宗宏1 鄭寶桂2 薛博文2 趙士雄

馬祥勝理事長1 梅念祖1 林協興2 王嘉和2 陳全城

陳平和 理事長1 吳俊男2 黃埼祥3 蔡宗分

郭永裕 理事長1 陳志龍 王冠智

蔡宗分1 孫嘉鴻2 梁明宗

劉隆揚1 林耀崇

施孟良1 謝文清

陳穗平1 吳再棟

龐志鵬 理事長1 陳錦合(素)

桌次7 桌次8 桌次9 桌次10 桌次11 桌次12 桌次13 桌次14 桌次15 桌次16

馮宗宏1 林軍在 徐佳瑜 王靖雯2 王世昌2 翁立峰2 丁秋煌3 王義文2 許岳蒼2 王亭越1+1

謝智龍1 曾富翊 曾彥霖 葉哲誌2 何勝裕2 陳意雄 曾驛惠2 吳季芳2 陳素玲2 周明賢

林宥先 王斐正3 溫琮斐 簡毓樂 李正清2 曾嘉川1+1 陳昌津2 許秩銓 黃懷瑩 林鍚佑

郭南君 許恭峻3 陳昱馨 羅應桂2 李宗仁2 杜怡樺2+2 沈盟志2 黃士彥 黃復州 張桂銘

曾婉婷 黃振益2 余冠毅 方琮岫2 葉承萱2 李英瑞1+1 公會秘書3 林彥廷 吳政達2 陳俊傑2

黃庭慰 涂世治2 李佳芳2 林敏雯 林岱成2 莫康銘2 王純方 郭明欽3 黃逸欣1+1

蔡逸政 李芳儀 高慧玲 陳怡銓 劉晉汏 劉獻岳

蔡維中 孫榮賢2 彭啟益 周繼光 段奇漢副處長3

劉庭緒2 邱冠綾2 鍾怡春2

陳淑萍

桌次17 桌次18 桌次19 桌次20 桌次21 桌次22 桌次23 桌次24 桌次25 桌次26

陳韋富2 向恆逸5 郭建男3 梁文榮2 唐治世 李連洲2 李滿同2 丁惠敏2 許進風2 沈香君2

宋亦祈3 馮琮顯2 洪新芸2 王宗山2 鄭家卉2 林旻遠3 吳再棟1 黃偉哲2 陳熙灝 施清文2

葉毓凱 劉昭男2 陳俊有2 黃朝慶2 鄭莉佳2 莊庭昌2 李東瀛2 董展旻2 蔡忠宏3 趙士雄2

鍾湘琳 潘香妃 陳樂迪2 王月桂2 鄭輝崇2 陳全城2 邱川池2 蔡逸華2 謝文益2 馬宗隆2

羅文喜 林琮峻 黃勝聰2 葛玥妘2 翁佳信2 張簡明芳2 徐和賢2 謝珮瑜2 洪寶炬2 高祥益2

郭權德 林國忠 賴秀綺2 賴寅任2 林顯堂3 金昇輝 蘇悌2+1 吳昭興 楊秋興2 劉年恩

周建光3 李翰 林紹熙 陳玉蘋

桌次27 桌次28 桌次29 桌次30 桌次31 桌次32 桌次33 桌次34 桌次35 桌次36

蔡朝凰6 余智勇 梁碩麟 徐明聰 林隆顯2 洪文杰4 李東融2 劉大弘 陳建忠2 林渝翔

吳宇展4 馬丞佑 陳重肇2 鍾勝昌2 楊周樺3 張聖蒂3 夏魁山 劉宇祥 蘇子茗2 陳玉婷

王逸仁2 梁明宗1 楊姮稜2 陳英琮5+2 陳國藩2 蔡東龍2 黃斯文2 簡世鑫 吳茂森2 吳倩慈2+2

石青青 楊淑芳2 邱星宇3 李南宏2 林冠宇3 池介元2+2 蔡富安4 周進富2 陳威智2

陳福利2 劉環華2 李正富 李溪2 劉昱汝2 馮建中2+2 陳文淯2 葉欣宜2

余偉智2 余建曦1 陳明華 陳譁圯2 林志明2 薛兆明2 張惠茹2

蔡佩璋 徐昀2 林暢

林國銘2 譚德昌

桌次37 桌次38 桌次39 桌次40 桌次41 桌次42 桌次43 桌次44

廠商1 廠商2 素桌

黃文賢2+1 高振庸2 邱子鈴2 余佳璇2 龍馬躍1 劉勇麟 莊嘉泰2 向麗紋

周淑平 林時民2+2 陳昭弘2 江建華 李瑞霞2 鄭安佑 林鴻國3 梅念祖1素

蕭承浩2 陳秋妹3 陳嘉承2 (黃金)沈怡樺2 維克 駱湘芸2 郭俊文2 黃立結3 陳明聰1素

鍾耀宗2+2 陳靖艾2 葉輝耀2 李靖慈2 李冠迪4 廖永全4 戴妙娟2 陳明欽3素

蔡文馨 謝獲光2+1 李建平3 陳俊樺 副理2 陳永華 董事長1 吳進清3 謝慈陽2+2 吳慧真

祁蘊文 楊淑如 郭豐翔2 中華海洋顏經理 蕭文彬 薛兆明1素

蔡明倫2 陳彥宇(中化) 劉文生1 陳明偉2素

余建曦1素

薛兆明1素

陳錦合1素

以上座位均由電腦自動排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