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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陈家伟 张亚鸿 谢贵峰 周燕萍△ 冯少英△ 邝 李玉坚
欧春梅△ 陈家奇 张玉群△ 谢    培 周亚凤△ 冯洁宝△ 邝之杰 李富生
欧雪梅△ 陈建中 张玉屏△ 谢昌民 周凤仪△ 冯洁丽△ 邝炳坤 李文礼
欧阳瑞香△ 陈建强 张雪花△ 谢亚仔 周汶思△ 冯玉好△ 邝炳㒉 李詠辉

陈建山 谢国豪 冯新娇△ 邝鸿全 李亚女△
陈 陈建明 曾 谢宗荃 程 冯玉燕△ 邝雪镁△ 李    妹△
陈水德 陈秀珍△ 曾悦明 谢伟伦 程天送 冯宝爱△ 李观妹△
陈家良 陈桂英△ 曾金玉 谢志光 程志光 夏 李秋群△
陈伙桂 陈    娇△ 曾志华 谢志良 程金叶 夏碧馡△ 李彦琪△
陈海华 陈水兰△ 曾兴华 谢国伟 程土针 樊 李金好△
陈华带 陈亚苏△ 曾鸿发 谢玉莲△ 程栋安 樊焯华 乡 李顺心△
陈锦彬 陈亚娣△ 曾汉星 谢淑娟△ 程    胜 樊志强 乡炳全 李碧丝△
陈金发 陈月娇△ 曾庆财 谢秀芳△ 程官友 樊嘉伟 乡明翰 李金萍△
陈天祥 陈月好△ 曾树荣 谢爱珍△ 程碧春 樊亚莲△ 乡金好△ 李嘉仪△
陈可全 陈    四△ 曾月华 谢詠诗△ 程德波 樊金莲△ 乡瑞好△ 李爱萍△
陈水华 陈彩萍△ 曾兴隆 谢淑芬△ 程德莲△ 樊兆莲△ 李伟群△
陈金水 陈瑛丽△ 曾国雄 程德梅△ 樊钻友△ 官 李珂仪△
陈木苏 陈丽女△ 曾碧雄 祝 程德川△ 官德志 李丽萍△
陈亚新 陈玉清△ 曾镇源 ●祝德利 程土莲△ 许 官治成
陈煜文 陈月莲△ 曾煦铧 程爱莲△ 许天才 官治强
陈明泉 陈美凤△ 曾仪发 钟 许佛兴 梁
陈利亮 陈木娇△ 曾业焜 钟成发 钱 许少国 江 梁志雄
陈汉伟 陈宝金△ 曾冠荣 钟锦良 钱耀明 许金才 江柏林 梁海金
陈伟文 陈伙妹△ 曾業亮 钟财金 许成才 江先汉 梁锦波
陈维邦 陈素云△ 曾冠雄 钟彍伐 蔡 许宝华 江成俊 梁奇兴
陈德隆 陈淑芳△ 曾敬凯 钟志强 蔡月光△ 许玉凤△ 江成义 梁光华
陈知之 陈玉芬△ 曾昭新 钟秀彩△ 蔡雅珠△ 许美凤△ 江佩仪△ 梁安东
陈永安 陈淑芬△ 曾敬升 钟新英△ 许水薏△ 江玉英△ 梁志聪
陈伙财 陈玥如△ 曾细妹△ 钟欣琏△ 赵 许宝凤△ 梁新福
陈俊伟 陈玉婵△ 曾红娣△ 钟欣雁△ 赵森泉 李 梁新林
陈发贤 陈水妹△ 曾瑞珠△ 钟娣金△ 赵志刚 何 李河润 梁伟富
陈志强 陈苏莲△ 曾雅娇△ 钟月娥△ 何炳强 李文洪 梁伟强
陈锦麟 陈秀娥△ 曾秀珍△ 钟月梅△ 郑 何炳堂 李森华 梁启成
陈锦全 陈瑞好△ 曾宝玲△ 钟秀仪△ 郑天益 何水财 李    贵 梁志明
陈仪兴 陈瑞莲△ 曾玉兰△ 郑亚财 何振威 李达轩 梁志和
陈金魏 陈炳珠△ 曾秀群△ 周 郑有成 何健铭 李俊华 梁新权
陈金龙 陈丽花△ 曾    妹△ 周志明 郑国安 何莲琼△ 李志强 梁绍铭
陈志达 陈玉兰(1)△ 曾招娣△ 周学勤 郑伟杰 何宝珠△ 李天生 梁新俊
陈仪基 陈玉兰(2)△ 曾玉婵△ 周学祥 郑玉梅△ 何润芬△ 李建源 梁盈芳
陈连星 陈秀莲△ 曾月霞△ 周国关 郑莲娣△ 李    发 梁景雄
陈伟骏 陈秀琼△ 曾海燕△ 周国电 高 李三财 梁    妹△
陈伟贤 陈志芬△ 曾冠仪△ 周桂超 冯 高赐康 李志明 梁欢蓉△
陈家才 陈薇萍△ 周延璋 冯洪仔 高志平 李伟康 梁亚好△
陈伟民 朱 周延翰 冯福权 李伟狮 梁玉珠△
陈詠辉 张 朱顺珍△ 周苏虾 冯添财 孔 李伟绍 梁金莲△
陈明华 张伙元 周    华 冯新财 孔劲骅 李伟杰 梁云莲△
陈国政 张海金 徐 周志斌 冯锦辉 孔金明 李伟豪 梁雪玲△
陈海初 张国华 徐志云 周志远 冯耀胜 孔锦兴 李虾仔 梁丽燕△
陈吉祥 张兴华 徐素芬△ 周志坚(1) 冯锦光 孔建文 李    国 梁新娟△
陈国雄 张霖全 徐月娥△ 周志坚(2) 冯智慧 孔德权 李家全 梁宝芩△
陈勇翰 张有才 周桂兰△ 冯福强 孔思孋△ 李家进 梁丽玲△
陈勇豪 张土华 谢 周秀慧△ 冯强耀 李玉荣 梁新莲△
陈力彰 张永松 谢贤牛 周    娣△ 冯官明 李伟良 梁新爱△
陈兴雄 张耀豪 谢树鸿 周燕华△ 冯志权 熊 李锦发 梁新燕△
陈家昇 张志明 谢亚九 周燕玲△ 冯志泳 熊同林 李耀华 梁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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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林   涛 罗丽芳△ 黎祥毅 陆志华 吴 伍 彭玉堂
刘华堂 林光华 罗水莲△ 黎水妹△ 陆水妹△ 吴汉波 伍有华 彭英华
刘亚明 林丽玉△ 罗玉珍△ 黎水娣△ 陆    蓉△ 吴树英 伍天富 彭新华
刘炳堂 林丽霞△ 罗玉萍△ 黎贞娇△ 陆    妹△ 吴志明 伍福禄 彭锦松
刘福行 林玉珍△ 罗贵祯△ 黎月明△ 陆    莲△ 吴明光(1) 伍辛有 彭    奀
刘    威 林丽燕△ 罗秀清△ 黎月英△ 陆雪芳△ 吴明光(2) 伍尚财 彭    泉
刘家荣 林凤群△ 罗翠玲△ 黎    芳△ 陆土英△ 吴子贤 伍有财 彭    发
刘家成 林丽荷△ 罗翠茵△ 黎金凤△ 陆珮旋△ 吴桂清 伍有才 彭润霖
刘盛明 林玉莲△ 罗静娴△ 黎桂妹△ 吴钊盛 伍岷峰 彭志良
刘    生 林凤燕△ 罗美莲△ 黎少花△ 甯 吴有才 伍瑞祥 彭添财
刘星彣 林彩丽△ 罗美玲△ 黎佩贞△ 甯耀南 吴庆文 伍有成 彭建德
刘昇垦 罗美玉△ 黎美仪△ 甯耀樟 吴兆和 伍华祥 彭海华
刘丰进 罗 罗木妹△ 黎矜鍞△ 甯瑞安 吴兆庆 伍亚林 彭国良
刘俊豪 罗东贵 罗细女△ 黎雅鍞△ 甯国明 吴建成 伍永辉 彭国基
刘家豪 罗金志 黎彩娟△ 甯国威 吴金烈 伍亚金 彭海权
刘国庭 罗民芳 龙 黎    妹△ 甯    好△ 吴宪邦 伍有森 彭辉历
刘家文 罗海文 龙占才 黎美莲△ 甯观娇△ 吴敬文 伍国诚 彭永同
刘家杰 罗锦池 黎水英△ 吴子龙 伍廣湶 彭文章
刘诗伟 罗树友 卢 莫 吴金发 伍永光 彭    珠△
刘亚珠△ 罗福华 卢学武 赖 莫志财 吴耀汉 伍国铭 彭秀梅△
刘彩萍△ 罗良基 卢学华 赖锦全 莫    留 吴金叶 伍永安 彭月英△
刘彩玉△ 罗树德 卢定法 赖细妹△ 莫    有 吴金满 伍有杰 彭月霞△
刘金凤△ 罗国梁 卢学伟 莫北祺 吴国定 伍伟侨 彭雅岚△
刘秀珠△ 罗新汉 卢学隆 骆 莫亚德 吴国彪 伍二奀△ 彭月欢△
刘丽娟△ 罗耀威 卢亚苏△ 骆威勲 莫志荣 吴国辉(1) 伍爱娣△ 彭少梅△
刘宝勤△ 罗国华 卢学丽△ 骆伟雄 莫志聪 吴国辉(2) 伍美美△ 彭彩云△
刘宝珠△ 罗荣翔 卢学娟△ 骆铠祥 莫洛礼 吴广发 伍亚玲△ 彭彩琴△
刘宝珍△ 罗木生 骆友宝 莫可文 吴国平 伍爱玲△ 彭惠玲△
刘秀蓉△ 罗一鸣 黎 骆    成 莫志坚 吴文龙 伍爱群△ 彭惠仪△
刘勤美△ 罗海良 黎    连 骆伟成 莫锦东 吴国安 伍苏娣△ 彭惠萍△
刘福好△ 罗亚伍 黎志平 骆国鸿 莫伟文 吴国信 伍金凤△ 彭群妹△
刘福妹△ 罗宗文 黎炳枝 骆俊濠 莫柏豪 吴汉凌 伍爱凤△ 彭观好△
刘福娣△ 罗福成 黎    友 骆丽金△ 莫莲好△ 吴桂隆 伍玉蝉△
刘惠祯△ 罗国基 黎汤仙 莫中秋△ 吴木华 伍玉珍△
刘艾盈△ 罗国志 黎兴德 吕 莫儿梅△ 吴    财 伍盈蓉△
刘丽明△ 罗卓识 黎新发 吕志安 莫玉兰△(1) 吴文成 伍思琪△  邵 

罗建豪 黎国安 莫玉兰△(2) ●吴子明 邵锦添 

罗炳坤 黎金华 雷 莫彩云△ 吴淑仪△ 邵耀光
罗稳健 黎胜明 雷金桦 莫桂珍△ 吴亚妹△ 彭 邵锦用

林 罗燊明 黎国志 雷昇龙 吴森意△ 彭达冈 邵锦堂
林郁文 罗国威 黎光前 雷耀明 马 吴亚好△ 彭达雄 邵法铨
林郁武 罗家义 黎志雄 雷玉明 马秀春△ 吴莲好△ 彭达全 邵法勤
林    九 罗志强 黎惠明 雷淑怡△ 吴秀容△ 彭二奀 邵法顺
林松发 罗秀发 黎国良 麦 吴莲珍△ 彭鉴芳 邵法强
林焯光 罗志光 黎德光 陆 麦煜秋 吴莲蓉△ 彭悦成 邵发昌
林焯容 罗志清 黎海洲 陆金生 麦雅裁 吴莲彩△ 彭国华 邵发胜
林鸿昌 罗志伟 黎德鸿 陆国生 麦永强 吴莲凤△ 彭国成 邵敬财
林鸿伟 罗志良 黎志龙 陆继财 麦亚彩△ 吴宝玲△ 彭礼钊 邵雄安
林荣贵 罗学智 黎国伟 陆继发 吴梅莉△ 彭礼发 邵带彩△
林荣友 罗金发 黎竑苇 陆继强 万 吴具琳△ 彭伟聪 邵五娣△
林志华 罗仕芳 黎瑞就 陆金松 万秀英△ 吴崔毓△ 彭永善 邵玉英△
林志光 罗瑞芳 黎光耀 陆永发 吴丽萍△ 彭永强
林郁芳 罗强方 黎嘉庆 陆柏成 吴宝莲△ 彭桂华 潘
林秋山 罗桂莲△ 黎亚华 陆锦强 毛 吴秀芳△ 彭锦标 潘志鸿
林永钊 黎永豪 陆革锟 毛金莲△ 彭悦辉 潘    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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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翠霞△ 苏玉凤△ 邓耀英△ 谭慧兰△ 黄玉莲△ 杨 申炳贵
潘林妹△ 苏桂珍△ 邓丽红△ 谭慧娟△ 黄    爱△ 杨宝华 申学明
潘金凤△ 苏清珠△ 谭小虹△ 黄秀莲△ 申永强

苏美云△ 丁 谭艳萍△ 黄秀凤△ 叶 申美仪△
翁 苏雪芬△ 丁    作 谭慧琴△ 黄荷喻△ 叶广焯 申锦蓉△
翁日威 苏美玲△ 丁福荣 黄莲好△ 叶志聪 申桂英△
翁日南 苏玉兰△ 丁敏卫 黄 黄莲群△ 叶志坚 申莲妹△
翁玉芳△ 苏玉萍△ 丁志新 黄明光 黄爱明△ 叶志良 申莲香△
翁秀红△ 苏雪萍△ 丁海发 黄连安 黄美玲△ 叶志伟 申莹莹△
翁友玲△ 苏尉酩△ 丁海和 黄连有 黄彩珍△ 叶天发 申七妹△

苏秀茼△ 丁海坚 黄    芳 黄月妹△ 叶亚强 申美婷△
冼 苏秀娴△ 丁海全 黄    勳 黄金莲△ 叶志新
冼    九 苏金兰△ 丁海良 黄    发 黄宝珠△ 叶德荣 胡
冼宝源 丁海生 黄文元 黄月珍△ 叶仁辉 胡戊己
冼可芳 宋 丁成宽 黄财之 黄美娟△ 叶添华 胡荣俊
冼政汉 宋    鉴 丁海祥 黄辉富 黄燕霞△ 叶国权 胡华光
冼志民 宋森汶 丁明宽 黄坤元 叶国雄 胡美英△
冼俊佶 宋建钢 丁仁超 黄顺明 王 叶国才 胡润娟△
冼峻毅 宋慧明 丁业超 黄国成 王剑源 叶荣新 胡    友△
冼玉兰△ 宋伟坚 丁志权 黄志森 王智立 叶金泉
冼宝珍△ 宋伍女△ 丁炳妹△ 黄树发 王永华 叶瑞金 余
冼桂英△ 宋亚兰△ 丁莲好△ 黄志荣 王嘉仪△ 叶汉杰 余亚坤
冼    捷△ 宋金燕△ 丁    苏△ 黄树枝 王其玉△ 叶治兴
冼兰英△ 丁友莲△ 黄国全 王玉珠△ 叶国良 尹
冼顺英△ 薛 丁炜炜△ 黄成发 王佩文△ 叶    梅△ 尹军玲
冼淑仪△ 薛友伟 黄德强 叶    好△ 尹慰莲△

薛观金△ 谭 黄钜强 唐 叶亚莲△
萧 薛薏甄△ 谭炳强 黄子杰 唐满妹△ 叶雅群△ 甘
萧    志 谭伙华 黄昇荣 叶伙妹△ 甘耀菁△
萧国祥 邓 谭    福 黄照达 阮 叶亚娇△
萧国成 邓良干 谭振霖 黄玉明 阮俊伟 叶莲英△
萧锡全 邓金生 谭伙生 黄钰淐 叶凤英△
萧锡满 邓耀南 谭雅强 黄有东 严 叶小慧△
萧锡圆 邓瑞生 谭国基 黄仕波 严瑞强 叶水英△
萧伟德 邓伍仔 谭秀芳 黄有雄 严锡洪 叶国萍△
萧综伟 邓志康 谭嘉发 黄志文 严国威 叶美玉△
萧金莲△ 邓    七 谭伟炎 黄志强 严慈宗 叶亚凤△
萧碧莲△ 邓    富 谭德祥 黄兴华 严贵强 叶紫芯△
萧锡莲△ 邓自雄 谭裕康 黄观兴 严伟銧 叶亚珍△
萧安琪△ 邓玉成 谭文进 黄观生 严伟升 叶玉萍△
萧家欣△ 邓伟伦 谭明威 黄健洺 严文洋 叶美珠△

邓伟杰 谭金全 黄聪明 严骚妹△ 叶玉群△
苏 邓玉明 谭四桂△ 黄凤英△ 严金英△ 叶宝珠△
苏志鸿 邓祥友 谭桂兰△ 黄桂娇△ 严玉娇△ 叶    英△
苏国昌 邓荣仔 谭亚然△ 黄微香△ 严淑芬△
苏发财 邓文豪 谭雪玲△ 黄桂莲△ 严玉妹△
苏木华 邓炳有 谭    女△ 黄金娣△ 严秀兰△ 戴
苏水源 邓建兴 谭莲馨△ 黄燕芬△ 严秀英△ 戴来发
苏亚友 邓亚妹△ 谭友娟△ 黄素琴△
苏锦鸿 邓耀珠△ 谭友娣△ 黄月仙△ 丘 申
苏友才 邓耀莲△ 谭红妹△ 黄瑞英△ 丘丽清△ 申苏虾
苏伟樑 邓桂菁△ 谭玉冰△ 黄秀琼△ 申金水
苏伟杰 邓    妹△ 谭美燕△ 黄瑞兰△ 邱 申明芳
苏伟权 邓瑰妹△ 谭慧娴△ 黄瑞琼△ 邱倩雪△ 申清华
苏福胜 邓小萍△ 谭慧卿△ 黄秀钻△ 邱燕婷△ 申学池

名字前面有●符号者，入会不足满一年，不享有选举和被选权。
        （名字後有△者为女性，登记日期截至30/07/2021。如有错漏，祈请指正！）



地址不对，信件寄不到！
欧春梅△ 钟秀仪△
陈水德 万秀英
陈海华 吴汉波
陈观英 丁作
曾红娣 叶国才

黄燕芬



徐志云
周志明
周国玉
孔锦兴
李三财
李金萍
刘华堂
刘金凤
刘秀珠
林焯光
罗民芳
陆水妹
甯观娇
吴建成
吴具琳
伍廣湶
伍金凤△
彭达雄
彭达全
彭泉
潘碧
冼玉兰
邓耀基
邓亚妹
邓耀莲
谭女
叶志新
叶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