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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檢送 2022 年各區協助靈恩會人員及各教會安息日領會名單，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 2021.11.5 第 23 屆宣牧會議第 6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顧慮身體及交通之安全，年滿 75 歲以上之長執，由教區視

工作需要安排之。感謝資深長執多年來之辛勞與奉獻，求主施

恩賜福。 

三、安息日領會人員應以名單內之人員為主，若需邀請非名單內之

人員領會、見證，當經由職務會或區辦事處同意方可。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總負責 

正本：全體教會 

副本：總會負責人、各區辦事處、教牧處 

 

簽
閱 

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傳道 長執 

    

收文 

辦理 
承辦人：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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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民國 111年）協助靈恩會長執名單 

 

教區 111年協助靈恩會長執名單 

北區 

賴大成、許博惠、陳得力、吳灵恩、許奇英、王永昌、車聖忠、馬家驎、林恩悅 

蔡承祐、黃洸洋、曾恩榮、張峻嘉、蔡仁基、陸恩奇、陳以彥、陳賢哲、黃信得 

楊承恩、高春霖、黃靈立、楊建章、李衛國、李榮達、楊新全、吳約瑟、伍忠信 

柯秉謙、蔡學義、林約翰、孔拿但業、陳迦勒、王仁華、邵銘恩、張勇生、 

宋明山、林聖福、李明德、顏信忠、陳天恩、黃約瑟、林靈民、邵錫恩、李顯明 

林玲修、黃恩祺、唐忠義、周瑞仁、江永生、歐偉成、林永福、周瑞宏、林裕盛 

孔拿單、陳恩豪、陳志成、蕭拿單、魏腓利、林奉生、朱基福、車志愷、李盈朱 

中區 

潘誠人、黃忠福、黃約瑟、黃耀宗、張哈該、江恩彰、黃恩堂、柯恒榮、蔡正群 

吳明真、鄭啟清、鄭建良、曾勝忠、李恩冠、趙志謙、柯瓊曉、粘永峯、張基順 

施恩民、黃仁正、區建國、葉光東、林輝明、莊建祥、徐子凡、劉鴻政、黃東文 

林永基、楊維宏、柯恒昌、吳進榮、林玲欽、林聖民、張智充、蕭順從、張恩生 

黃內新、蔡天成、郭志雄、邱景恩、高春得、賴宣德、林永明、黃振瑋 

中南區 

黃靈清、侯明在、羅天錫、羅聰緣、高志聖、羅大德、鄭義道、羅賢來、吳賢德 

羅真聲、許清民、高志光、趙信義、葉文芳、蔡信義、蔡光榮、林章耀、潘思恩 

陳誠志、顏東濱、廖耿賢、吳修明、趙明禮、莊修德、黃正宏、沈憲昌、楊國強 

王明典、林坤山、嚴仁生 

南區 

黃文生、郭尊舟、王慧明、呂文淵、林信宏、牛建華、謝溪海、黃仁德、蔡安靜 

侯志道、傅宏榮、許清杖、林恩霖、林道修、陳中聖、廖豪中、吳光明、陳村河 

張堅立、楊禮嘉、陳博仁、郭道源、黃興道、黃建華、翁浩建、李榮義、余聖光 

陳光照、郭祐東、許明君、昌聖恩、吳聖義、沈銘德、張明福、張志遠、浦忠義 

東北區 
黃恩立、黃以撒、林恩智、王路加、吳喜道、邱承忠、蔡美靈、盧謙僕、葉誠僕 

呂福生、羅真恩、吳靈生、周靈恩、武忠道、呂底亞、松語謙、林光正、郭祝壽 

東南區 

王堅信、柯靈生、施約翰、施榮道、鄭馬可、曾恩生、李雅各、蔡恩民、曾腓利 

陳聖榮、林恩靈、陳恩隆、鄭恩賜、武成文、簡正義、吳金生、王榮恩、宋約珥 

陳彌迦、林恩祥、孔榮輝、潘以諾、胡清發、廖嘉牧、張謙信、孔智杰、劉嘉恩 

林恆謙、陳以巴弗、吳宣真、劉淑美 

西區 

黃但以理、簡忠榮、張尼希米、張勇光、李良僕、林新賜、李永生、杜文義、 

吳以利沙、徐聖清、李義光、古明恩、林約瑟、張榮道、許真道、蔣廣生、 

黃馬可、高然星、楊志仁、彭約翰、張雅各、林崇道、孫提多、湯光明、張腓利 

溫聖泉、白光華、翁新泉、林約翰、曾榮華、陳光輝、莊安得烈、沈恩佑、 

鄭春雨、劉惠光、李真貴、陳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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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民國 111年）安息日領會人員名單 

 

小區 教會 北區 

基隆

小區 

八斗 陳榮道、林恩悅、車聖忠、馬家驎、車志愷 

汐止 唐忠義、林進明、陳杰正、張光榮、吳光明、高南進、許瀚陽 

萬里 張義行、林金塗、許孝強 

基隆 張道生、江哲榮、曾耀虹、黃柏鈞 

臺北

小區 

臺北 
蔡承祐、曾恩榮、周瑞仁、黃洸洋、張峻嘉、詹餘靜、吳灵恩、鐘國軒、 

黃聖傑、李世光、謝文欽、施育宜、高晧宇、侯喜恩、丁謙順、邱明宏 

松山 
蔡仁基、林振富、江永生、柯重生、蘇晉暉、黃嘉聰、蔡明道、蘇真弘、 

車志恆、蔡又晴、簡崇真 

內湖 陸恩奇、徐腓利、陳以彥、孫心怡、曾學仁、林純正、張建信 

南港 李得勝、張敏雄、李天生、林永得、蔡德文、林瀚藝、張怡隆 

大同

小區 

大同 賴大成、江宗德、陳賢哲、陳賜義、賴天格、陳錫賢、許博惠、李盈朱 

北投 
劉恩偕、尤盛暉、黃得恩、周俊良、莊惠安、林淑玲、陳啟榮、陳國俊、 

陳兆祥 

淡水 

陳守謙、楊建章、李衛國、李榮達、黃靈立、林偉川、吳明德、林貞沅、 

鄭榮德、林藝馨、楊正碁、林浩恩、周恩哲、陳孝楷、陳詩弦、丁春芳、

洪欣萍、謝 瓛、郭政忠 

石牌 高春霖、楊承恩、陳聰文 

天母 黃信得、廖家立、陳義得 

雙連 王永昌、黃煥超、郭清源、梁勝輝、蘇天賜 

永和

小區 

景美 
柯秉謙、歐偉成、歐偉仁、李建華、黃俊輝、蔡承熙、劉家宏、盧華安、

宋天福、王國仁、王崇真 

木柵 劉明賢、陳聖明、黃恩霖、侯明源、劉孝良 

東園 
黃恩祺、伍忠信、謝忠志、謝忠儒、劉真誠、洪明道、邱政修、張耀文、

林朝清 

永和 
楊新全、吳謙發、吳約瑟、郭方舟、張 澄、牛瑞徵、黃志濤、吳俊偉、 

張慶平、林藝蘋 

中和 孫文蔚、劉汝駒、蘇子祥、黃世雄、柯和隆、陳以撒、黃賜琳、江健昌 

南勢角 林大煜、楊謙柔 

安康 周瑞文、李淳恩、許玫玲、李志強、温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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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

小區 

三重 
蔡學義、吳榮堂、陳彼得、林振輝、許奇英、陳錫安、王敏臣、蔡文榮、 

蕭仕明、黃成全、魏腓利 

分子尾 李榮益、吳榮華、蕭輝禮、吳佳祥、李志民、詹家豐、葉明山 

二重 王仁華、陳聖義、王仁宏、王仁榮、林浩宇、陳慶峰、溫琇晴 

新莊 
林志成、吳恩偕、葉順隆、粘天富、簡傳芳、李建慶、葉至恩 

唐耀鏗、林桂永、田榮聖、葉順源、蔡承道、葉良志、陳澤誠、黃彥綸 

蘆洲 
陳迦勒、林約翰、孔拿但業、林奉生、陳文聰、陳捷元孔明德、姜錫安、 

高詠真、孔淑貞、王佳榮 

林口 
邵銘恩、宋明山、張勇生、林聖福、林聖雄、李裕祥、李祈德、吳哲豪、 

紀榮威、江竑昱 

五股 李明德、陳順真、李武雄、黃雪惠、劉順榮、徐添福、陳盈伶 

板橋

小區 

板橋 楊議忠、顏信忠、羅耀卿 

後埔 黃義成、莊摩西、陳得力、林麟生、駱家鏞、蔡揚聲、黃文信、劉相君 

新埔 陳泰連、官百寬、賴建宏、吳庭維、李明道、陳芳男 

土城 陳天恩、黃約瑟、周銘真、陳福村 

樹林 楊敬誠、李瑤南、李誠德、楊明暐、陳義哲、羅逸昇、方志平、方育聖 

鶯歌 周輔成、王蒼祥、邱炳坤、許戎政、蔡明城、李承恩 

三峽 李昌明、蕭仲伯、林志隆 

山佳 林信實、黃恩治、劉宏敏、嚴光晶、蔡賜恩、林宗生 

桃園

小區 

南崁 
施安得烈、陳有華、王富賢、陳清山、孔智雄、蔡慶豐、葉清貴、胡文智 

莊啟恩、藍孝雲、蔡世勤 

桃園 
林恩良、高百春、林永福、林永祥、陳雅裕、尤恩民、林永宗、潘尊榮、 

陳敬恩、蕭大新、何銘華、柯敏盛 

北桃園 林靈民、高黃曉、黃正旭、江長慈 

一聖 孔拿單、胡智光、宋壽喜、蔣光輝、陳金樹 

大園 邵錫恩、武早息、吳家安、鍾金隆、陸國男 

龜山 柯忠明、柯尼流、柯詩弦 

內壢 
劉鴻禧、羅建民、王國士、林振雄、林裕隆、柯祈祐、謝文逸、戴光華、 

李良哲、黃世昌 

中壢 
郭芳彥、吳良彥、張豫強、許真民、陳俊霖、張博智、梁文賢、林雅芳、 

楊敬意、蕭拿單、鄭明賢 

龍潭 李顯明、謝慶懋、林貞言、李君平、聶若鹽、林慶池、吳富宏 

新竹

小區 

新竹 
余正賢、陳肇鴻、陳志成、連和政、李迪章、郭煌林、陳邦旭、劉聖良、 

朱基福、黃加恩、葉至忠、鍾昌瑾 

關東橋 

林玲修、李才寶、許育光、陳恩豪、林裕盛、楊耿嘉、黃聖嘉、洪郁庭、

黃健瑋、周鴻真、莊佳恩、張玉清、林亭安、郭志忠、陳志光、廖嘉信、 

鄭裕仁、柯聖安、劉志鵬 

竹東 周瑞宏、王瓏智、李牧澤、彭靜慈、許子寧、盧懷恩、許子凡、武佳箴 

南寮 陳國禎、洪長和、陳秀菊、黃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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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中區 

中苗 

小區 

苗 栗 徐子凡、詹家昌、涂雲國、楊建祥 

卓 蘭 呂榮恩、余增煌、呂聖富 

豐 原 黃忠福、潘誠人、林明田、黃立夫 

北臺中 
林永基、黃耀宗、黃約瑟、江恩彰、張哈該、黃志聰、郭芳仁、杜明中、

黃晨光、翁正哲、陳錫民、林淑美 

大 雅 薛恩霖、蔡麗雪、陳威圻 

西臺中 吳明真、蔡正群、張恩生、陳鴻麟、黃國智、戴輝煌、朱義生、葉建明 

永 福 黃遵忠、鄭啟清、郭志雄、黃振瑋、蔡守信、黃志良 

自 強 陳武雄、楊智泉、曾俊雄、林侲瑋、鍾秋吉 

沙 鹿 黃美滿、黃淑芬、林明群、葉彩芳、林琦君、林琦玉 

清 水 黃提摩太、林靈通、王提多、鄭癸鴻、黃宏文、蔡明地 

中投 

小區 

黎 明 
黃以諾、林信得、林耀村、蔡健崇、李福為、蔡學章、許恩得、林主榮、

楊文傑 

臺 中 張路加、邱景恩、楊維宏、洪魁柱、陳聖賢 

南臺中 

柯恒榮、柯恒昌、黃恩堂、林玲欽、吳進榮、高春得、黃嘉文、林鐘靈、

郭志信、黃立源、林應本、許浩然、林福民、倪克定、張嘉恩、陳尚弋、

何仁凱、吳逸凡、陳尊鋕、陳鎮愉 

內 新 賴宣德、黃內新、楊觀勝、陳國昌 

太 平 鄭建良、曾勝忠、黃至聖、郭文福 

南 投 李恩冠、洪金地 

埔 里 林聖民、何緒聖、劉政暉、賴天寬、曾能和 

彰員 

小區 

彰 化 
黃東文、趙志謙、林永明、楊受恩、葉洽琦、陳春榮、陳敏聰、施信華、 

趙英信、黃漢斌 

彰 興 林輝明、林強生、葉順從、何明豐、王光燦 

白 沙 吳金城、江立中、彭信德、林育琦 

花 壇 劉鴻政、謝明松、林永添、黃財良、黃寧列 

員 林 區建國、黃信君 

溪 湖 葉光東、張智充、蔡天成、楊觀輝、林昔珍、張光照、黃忠傑 

二 林 高嘉訓、莊建祥、洪福來、黃瑞祥 

彰濱 

小區 

伸 港 何勝輝、柯清順、林志清 

塭 仔 黃仁正、黃志明、黃文聖、黃靈義、黃敏常、趙世輝、黃智傑 

和 美 蕭順從、粘永峯、柯瓊曉、黃宏志、黃伊面、許俊清、蕭頌恩 

草 港 黃鴻博、蕭順益、黃士山、張忠明、黃主錫 

崙 尾 黃敏達、陳仁昶、黃四海 

鹿 和 林但以理、許賢信 

鹿 港 
張基順、施恩民、王建新、梁恩賜、姚信福、林瑞仁、姚恩生、蔣忠源、 

姚家福、馮健興、施盈哲、施睿哲、何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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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中南區 

第一 

小區 

斗六 柯慧民、張如舜、黃信生、張世傑、白一復、廖義成 

斗南 姚榮耀、簡聖明 

虎尾 鄭永義、林錦堂、吳賢德、廖耿賢 

土庫 陳正雄、陳智培 

大林 葉文芳、陳義豐、簡炳森、沈憲昌、郭以霖 

大德 柯新遠、劉明堂、吳恩良 

梅山 王秋楠、陳鴻元、陳誠志、趙信義、陳志源、鄭瑋盈、鄭家榮、郭智仁 

豐榮 林士偉、陳聖虔、吳進忠、吳金德、高仲偉 

第二 

小區 

新港 陳義盛、周惠安、鄭光遠 

北港 吳修明、吳昆孟 

四股 陳顯義、陳三益、王明典 

椬梧 陳義聰 

六合 侯明鴻、蘇明義、侯春暉 

朴子 黃靈清、侯明在、林志宏、劉恩道、蔡順吉 

第三 

小區 

嘉義 高志聖、周耀真、羅大德、高志光、許世輝、蔡承恩、黃志豪、黃正宏 

西門 
羅嘉恩、羅賢來、柳明雄、鄭榮貴、趙明禮、胡志明、蔣英偉、陳信益、 

陳建宏 

北興 許永在、潘思恩、蔡英杰、蕭正成 

南興 羅天錫、羅聰緣、許清民、羅宗興、羅真聲、黃茂發、嚴仁生 

灣橋 林章耀、林唐正、林章仁、劉通發、李思恩、陳東新、楊 品 

內埔 羅大維、黃遵道、顏東濱、 

民雄 江世賓、李天信、林坤山、何長政、賴政宏、周照智 

三興 蔡信義、蔡光榮 

(金門) 黃宗陽、葉彝丞、梁正明、張譽鐙、宋清貴 

第四

小區 

觸口 馬恩輝、陳信助、莊漢中、史貴英、田桂鈴、陽玉茹、馬紹恩、方良容 

新美 楊國強、莊守則、楊頌恩 

新山 莊修德、莊惠玲、石念祥 

茶山 方修正、田佳鈴 

（山美） 莊政明 

樂 野 鄭義道、汪良善、鄭義山、楊碧蓮、杜玉倩、梁明輝 

達 邦 浦強生 

里 佳 杜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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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南區 

台南

小區 

臺南 
張義豐、黃文敏、黃仁誠、陳培杰、莊坤祥、汪明璋、王運卿、陳東榮、 

黃振榮、黃文生 

永康 
郭尊舟、王慧明、李恩貞、施柏宏、黃共惠、李清福、洪煜培、李正達、 

張哲榮、陳嘉斌 

開元 呂文淵、林信宏、牛建華、侯信逸、張景惠、黃持正 

麻豆 黃仁德、李恩德、蔡安靜、郭正誠、黃克行、王政德、黃克聖 

南門 傅宏榮、許清杖、黃書德、劉鴻光、杜曜宇、張希均、侯志道 

喜樹 林恩霖、林永信 

東昇 
林道修、林錫杰、陳中聖、林藝民、周晧瑋、林頌恩、簡嘉宏、周晧煜、 

陳約書亞 

歸仁 趙素敏、黃容齡 

和順 廖豪中、陳恩暉、沈泉元、馬儀勵 

（馬公） 許武菲、彭聰光 

新營 沈正嘉、蔡文瑞、朱培元、楊文輝、沈育丞 

高屏

小區 

五甲 吳光明、陳村河、林士凱、李萬華、林華豐、黃文俊 

十全 
楊禮嘉、郭道源、張堅立、陳博仁、楊明華、陳初男、沈孟延、 

姜林文川、樊正平、劉至卿、侯喜真 

高雄 黃興道、黃建華、翁浩建、蔡景磐、張天賜、林義得、趙翰林 

莒光 林義福 

三多 李榮義、陳嘉聯、嚴明宗 

迦美 余聖光、高多加、李揚真、田明華、黃士郎、黃凱倫 

岡山 涂俊韡、盧懷欣、楊宗賢、鄭政賢、涂連榮、劉登淵、劉慶忠、許信仁 

杉林 潘望妻 

鳳山 陳光照、郭祐東、許明君、楊順平 

楠梓 郭加恩、郭再來、潘文璋、黃振福、嚴信榮、張勝然 

前鎮 昌聖恩、侯聖雄、吳聖義、楊進德、馬永真、昌 迪 

小港 沈銘德、陳莉華、姜明德 

民生 李香真、白玉蓮、江明華 

民權 余瑞明、黃孟豪、林曉琪 

茂林 陳 勝、湯雄勁、陳銀鳳、（建山：林溪林） 

屏東 張明福、張志遠、連和吉、徐紹雄 

潮州 陳英助、簡傳福 

古樓 
浦忠義、吳貴成、胡逸峰、劉青青、楊秀鈴、高淑華 

（枋寮：盧哲宗、謝蔣自強、陳玉梅、盧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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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東北區 

宜蘭

小區 

宜蘭 吳智淵、林淑華、李筱雯、吳偉蓬、林調鑌 

羅東 黃恩立、藍友隆、吳建林、簡恩榮、林蒼進 

順安 賴主生、彭敦正、方天順、林勇傑、鄭 龍 

（松羅） 陳安意 

南澳 陳金順、彭聖煌、陳 雄、廖真義、陳金富、吳慧孝、夏泉華、歐陽偉成 

碧候 
呂福生、松聖瑤、黃以撒、甘英雄、葛成雄、林光正、許斯文、蘇哲堯、 

葛成平、呂正勇 

金岳 邱承忠、古元順 

（金洋） 廖信福 

花北

小區 

克來寶 林昭明 

崇德 吳靈生、錢其良、葉誠僕、蘇印閃、夏連志 

富世 廖貴寶、林貴生、林志明、田欣瑋、何莉莉、廖以琳 

（民有） 田復明、林慧潔、郭竹軒、林志榮、田怡芬 

三棧 

（加灣） 
陳良義、周靈恩、羅智雄 

南華 湯志敏、王志翔、洪雅嫻、溫紹謀 

銅門 
張隆春、盧謙僕、伍金成、羅真恩、溫寶順、羅世雄、呂底亞、宋清炎、 

陳雯玲、李小芬、蕭麗美 

銅光 林玉珠、林美華、李文益、葉素貞、林俊雄 

花中

小區 

北埔 
潘明道、廖正義、羅春光、陳清明、何志賢、張進德、余玉蓮、蔡惠玲、 

葉駿哲、蘇慈榮、吳金珠、林美花 

花蓮 林恩智、陳俊綸、李練婷、羅百合、袁傑宇、林真園 

德安 

（鹽寮） 

王路加、吳喜道、李謙和、林天來、曾智恆、向美英、劉惠玲、賴恩澤、 

蔣孟平、張 貞 

月眉 陳傳生 

平和 王正雄 

豐坪 林仁傑、王義雄 

新社 陳文吉、林金堂、王明源 

磯崎 楊聰義、林瑞妹、南智閎（田宸嘉） 

芳寮 吳聖郎 

花南

小區 

西林 蔡美靈、梁惠雄、梁孝民、梁加文、梁揚道、吳真望 

南富 陳提多、蔣光榮、黃恩宏、何秀琴 

紅葉 江非比、黃義政、何雙明、徐志偉、胡英妹 

立山 武忠道、林惠美、蘇印德、柯嘉元、高俐敏、蔡雅玲、蘇孝儀、林郁芳 

山里 柯真光、謝秋生、陳聖韻、勞翁．屋敏（柯恆潔） 

玉里 潘露盛、楊 婕、謝紅嬌 

萬寧 蘇印證、馮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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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東南區 

長濱

小區 

靜 浦 曾明來、陳明哲、鄭美玲 

南 溪 胡錦年、鄭恩賜、蔡美香 

大俱來 鄭美珠、葉榮和 

三 間 鄭牧夫、陳樹本 

真 柄 宋約珥 

忠 勇 陳仁德、李雅各、劉福生、陳六樂 

田 組 陳馬路、陳彌迦 

竹 湖 陳清欽 

成功

小區 

重 安 曾金龍 

忠 孝 陳恩隆 

美 山 陳萬貴、沈正華、陳建志、葉榮福 

三 仙 鄭馬可、陳聖榮、吳聖恩、武成文 

高 臺 林信光、林健德、陳泰明 

芝 田 徐明輝、施榮道、施約翰、林明輝 

忠 智 
陳興漢、蔡富樂、曾恩生、蔣富安、蔡恩民、黃恩德、劉嘉恩、孔智杰、 

曾順來、劉英祥、孔榮輝、陳幸主、劉淑美 

忠 仁 林金憲、王榮恩、翁滿貴 

八 邊 曾禧信、田堅誠 

和 平 林振道、張世華 

鹽 濱 王堅信 

嘉 平 蔡新明 

成 功 柯靈生、吳明發、胡清發、陳阿良、陳建宏、簡正義、陳木榮、胡明正 

豐 田 楊生才 

豐 泉 簡恆信 

小 馬 鍾金隣、鍾金成、林恆謙 

東河

小區 

美 蘭 唐儀豐 

隆 昌 曾進福、翁耀卿、廖淑貞、蔡秀梅、余政雄 

興 昌 石清原、田盛德、胡德上 

都 蘭 陳忠誠、王明雄、林恩祥 

漁 橋 陳致敏、陳源德、沈昌敏、藍廣勇 

鐵路

小區 

瑞 源 呂阿美、黃選明、黃恩傳 

月 美 陳雅彩、高建勝、黃莉玲 

德 高 王明恩、林孝榮、曾春仔（本會） 

豐 南 李阿丁、唐宏恩 

池 上 陳以巴弗、黃士美 

（延平） 蔡擇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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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東南區 

臺東

小區 

臺 東 黃西拉、張謙信、廖嘉牧、陳祁正偉、羅旺廷、羅智明、陳意爭、鍾岳宏 

華 源 林美麗、周丁鋒 

太麻里 許沐霖、張四川 

東 光 
林恩靈、曾德貴、吳金生、曾腓利、高旯勩貲、林協松、曾振華、鄭玉香 

曾桂蘭、沈美智、吳恩喜、田文明 

大 橋 林志祥、林照雄 

石 川 羅進生 

美 和 
潘以諾、潘守道、黃振和、黃獻信、金泰和、洪榮東、林慶明、黃君良、

潘弘智 

良 溪 陳秋月、吳宣真、戴永福 

金 崙 張能昌、邱勇進、杜忠翔、羅政軍、張凱倫、黃莉玲 

（加津林

） 
戴永明 

（土坂） 張凱偉 

（漁人） 周太居、施保寅、李康樂 

（建農） 賴聖順、林乾福（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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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西區 

復興

小區 

八德 黃金樹、張益榮、羅振立、林新民、洪靜雯、黃詩華、伍忠誠 

崎頂 胡正一、簡忠榮、黃但以理、楊泰山、林秋聖、王恭謙、孔順能、黃孟平 

大溪 張尼希米、陳強偉、陳秋琳、王鴻志、鍾霖恩、杜建明 

復興 林忠僕、宗恆宇、林俊傑、米路•哈勇 

義盛 田文明、胡正貴、張勇光、張勇耐、呂錦文 

大灣 林新賜、李良僕、李永生、李永賢、林照明、吳月美、羅香美 

雪霧鬧 陳國憲、卓村榮、卓愾然、卓暐嘉、卓建新 

上巴陵 胡明正、胡明勇、胡明義、胡清昇、黃正勇、賴多加、陳強年 

中巴陵 杜文義、鍾世光、楊治德、胡光弟、楊念華、胡弘旭 

三光 姜鎮信、張順來、姜忠良、張大偉、楊慧玲、賴美惠、姜呈勳 

光華 黃政南、吳澤春、吳以利沙、吳哲進、鍾阿亮、劉偉凡 

竹苗

小區 

錦屏 徐聖清、徐次郎、簡仲伶、簡福清、羅清義、黃永財、黃金連 

那羅 古明恩、梁嘉倫、徐自強、葛廣信、邱亞恩、邱純恩、邱持道 

義興 李義光、李志清、張清榮、何宗義、高志強、李別清、章雅姿 

花園 林約瑟、蘇志成 

五峰 曾榮輝、邱文羨、許真道 

清泉 張榮道、李旺道、范仲華、許安霖、張榮生 

桃山 曾文光、蔣廣生 

頭份 
謝三郎、黃培凱、陳明蕾、劉楚凰、耿廣美、黃炤舜、黃昭荏、黃馬可、 

楊志雄、邱柏仁 

東江 章清泉、高然星、胡青茂、謝聖南 

中苗

小區 

永安 楊志仁、高國政、吳亭儀 

士林 彭約翰、黃自強、黃國貞、蔡馨怡 

達觀 吳清貴、吳以撒、吳以山 

竹林 劉福源、林俊明 

雙崎 李台興、陳清春、林建文、藍祚萬、陳文成 

自由 林木深、藍新旭、林希儒、林淑鳳 

東勢 陳進文、王啟東、陳英杰、陳 寧、陳崇恩、陳崇佑 

南勢 饒聖修、王貴湘、沈國樑 

裡冷 林崇道、張雅各、吳忠元、張浩恩、張天仁、陳主榮 

博愛 孫提多、湯光明、孫昱廷、李元德、李朝燉 

環山 張腓利、蔣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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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 教會 西區 

南投

小區 

親愛 白光華、溫聖泉、吳國雄、談永順、溫增裕、白神義、白瑞華、吳國富 

春陽 黃福春、張世光、黃輝進、張志勇、黃輝明、施三和、黃輝光、羅真光 

廬山 沈恩佑、林恩盛、巫文德、沈振男、沈文賢、黃正強、柯世芳 

精英 游建國、陳正亮、蔡少聰、陳明道、游志俊、江子恒 

慈峰 翁新泉、鄒新福、高錫恩、翁俊雄、徐聖源、高聖恩、董千文、董千平 

紅香 
高清德、林高堂、曾榮華、林約翰、黃順華、黃志明、高俊偉、黃仁傑、

高清輝 

力行 陳光輝、劉良模 

翠巒 莊安得烈、吉佩琳、林俊傑、吳明春、林明義 

新生 鄭春雨、楊劭宇、朱自強、施麗雅、湯淑娟 

仁愛 劉惠光、李真光、曾桂長、李真貴、廖 寧、劉君豪、陳杜來 

望美 何忠義、何文吉、何內利、廖智源、全有福、田珍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