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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工校友會  永久會員名冊   111.9.16更正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賴志騰 永久會員 NO1 陳義華 永久會員 NO50 

周定坤 永久會員 NO2 曾河爃 永久會員 NO51 

柯彬發 永久會員 NO3 陳聰乾 永久會員 NO52 

廖登坤 永久會員 NO5 陳貞卿 永久會員 NO53 

楊春雨 永久會員 NO6 謝讚丁 永久會員 NO55 

辜福榮 永久會員 NO7 游金松 永久會員 NO56 

吳文亨 永久會員 NO9 楊仁慈 永久會員 NO57 

黃榮文 永久會員 NO8 梁徽湖 永久會員 NO58 

蔡建勝 永久會員 NO10 許國忠 永久會員 NO59 

蔡正忠 永久會員 NO11 胡正華 永久會員 NO60 

林麗玉 永久會員 NO12 謝忠烈 永久會員 NO61 

蔡慧茹 永久會員 NO13 黃永安 永久會員 NO62 

蔡紀震 永久會員 NO15 周清峰 永久會員 NO63 

林澤民 永久會員 NO18 黃瑞閔 永久會員 NO65 

蔡國楨 永久會員 NO19 廖鴻銘 永久會員 NO66 

林民欽 永久會員 NO16 王國俊 永久會員 NO67 

雲鴻基 永久會員 NO17 黃千哲 永久會員 NO68 

張經國 永久會員 NO20 陳韋達 永久會員 NO69 

何源成 永久會員 NO21 胡崇頃 永久會員 NO77 

蕭文龍 永久會員 NO22 莊秋雄 永久會員 NO78 

涂源亨 永久會員 NO23 錢品順 永久會員 NO81 

蕭建一 永久會員 NO25 周銀勝 永久會員 NO88 

蕭榮茂 永久會員 NO26 吳國地 永久會員 NO168 

萬朕權 永久會員 NO27 賴彥宏 永久會員 NO70 

巫有崇 永久會員 NO28 王志中 永久會員 NO95 

巫有捷 永久會員 NO29 蕭易青 永久會員 NO71 

賴博司 永久會員 NO30 林子良 永久會員 NO72 

蔡鎮文 永久會員 NO31 楊清川 永久會員 NO99 

陳瑞洲 永久會員 NO32 黃勝正 永久會員 NO73 

張劍雲 永久會員 NO33 張正雄 永久會員 NO76 

吳武峰 永久會員 NO35 吳清耀 永久會員 NO87 

莊錫欽 永久會員 NO36 陳鴻文 永久會員 NO79 

潘柏榆 永久會員 NO37 柯坤和 永久會員 NO80 

陳雍仁 永久會員 NO38 陳聰浪 永久會員 NO82 

顏明善 永久會員 NO39 鄭富家 永久會員 NO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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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彰工校友會  永久會員名冊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張榮春 永久會員 NO85 黃裕權 永久會員 NO129 

蕭瑞芬 永久會員 NO86 黃祥豪 永久會員 NO130 

黃明輝 永久會員 NO89 張雅猛 永久會員 NO131 

柯育沅 永久會員 NO90 林崑輝 永久會員 NO132 

謝富勉 永久會員 NO91 李錫謙 永久會員 NO133 

江達隆 永久會員 NO100 昌錦龍 永久會員 NO135 

丁慶助 永久會員 NO92 陳明谷 永久會員 NO136 

粘錫欣 永久會員 NO93 陳錫堯 永久會員 NO137 

張唯農 永久會員 NO96 石文傑 永久會員 NO138 

陳雙鳳 永久會員 NO97 李成智 永久會員 NO139 

楊昭德 永久會員 NO101 王冠君 永久會員 NO150 

馮啓峰 永久會員 NO98 吳滄欽 永久會員 NO151 

柯騰鎮 永久會員 NO102 林福仁 永久會員 NO152 

施森田 永久會員 NO107 陳昭浤 永久會員 NO153 

黃焜煌 永久會員 NO108 邱垂桐 永久會員 NO155 

鄭永明 永久會員 NO109 王清闊 永久會員 NO157 

林全財 永久會員 NO110 吳坤哲 永久會員 NO158 

楊湘豐 永久會員 NO112 施議淦 永久會員 NO159 

楊昌宏 永久會員 NO111 黃科堯 永久會員 NO160 

蔡景謀 永久會員 NO113 陳志池 永久會員 NO161 

蕭松喜 永久會員 NO115 楊振煌 永久會員 NO162 

尤德利 永久會員 NO106 鄒悅雲 永久會員 NO163 

李育勝 永久會員 NO116 顏進昇 永久會員 NO165 

陳鎮潦 永久會員 NO103 王坤義 永久會員 NO166 

鄭曜忠 永久會員 NO105 詹元隆 永久會員 NO167 

張家和 永久會員 NO117 趙光照 永久會員 NO168 

林俊良 永久會員 NO118 楊明煌 永久會員 NO169 

何建昌 永久會員 NO119 蕭明治 永久會員 NO170 

張清波 永久會員 NO120 黃錦成 永久會員 NO171 

王金英 永久會員 NO121 林源祥 永久會員 NO172 

趙文興 永久會員 NO122 柯寶鵬 永久會員 NO173 

陳俊焜 永久會員 NO123 石玉資 永久會員 NO175 

吳世興 永久會員 NO125 李長榮 永久會員 NO176 

陳榮照 永久會員 NO126 陳偉男 永久會員 NO177 

曾睿筆 永久會員 NO127 鍾智勇 永久會員 NO178 

洪藝霖 永久會員 NO128 陳良瑞 永久會員 NO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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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工校友會  永久會員名冊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謝泓儒 永久會員 NO180 楊輔政 永久會員 NO222 

劉博文 永久會員 NO181 林宗信 永久會員 NO223 

蔡志強 永久會員 NO182 陳海連 永久會員 NO225 

陳松山 永久會員 NO183 施坤木 永久會員 NO226 

薛弼豪 永久會員 NO185 黃天助 永久會員 NO227 

黃俊燁 永久會員 NO186 張勝倫 永久會員 NO228 

王年春 永久會員 NO187 陳春宏 永久會員 NO229 

陳繁興 永久會員 NO188 顏文聰 永久會員 NO230 

許文用 永久會員 NO189 蕭明和 永久會員 NO231 

楊錦坤 永久會員 NO190 王韋彭 永久會員 NO232 

莊正國 永久會員 NO191 王錦城 永久會員 NO233 

吳培輝 永久會員 NO192 杞辰甫 永久會員 NO235 

許秋貴 永久會員 NO193 羅江海 永久會員 NO236 

廖志銘 永久會員 NO195 陳啓鋒 永久會員 NO237 

蕭源都 永久會員 NO196 葉健民 永久會員 NO238 

洪淨秋 永久會員 NO197 黃全偉 永久會員 NO239 

黃新宏 永久會員 NO198 楊忠慶 永久會員 NO250 

陳益祥 永久會員 NO199 白慶祥 永久會員 NO251 

劉財貴 永久會員 NO200 陳奕穎 永久會員 NO252 

蔡國淋 永久會員 NO201 詹永筆 永久會員 NO253 

劉志雄 永久會員 NO202 黃薪屹 永久會員 NO255 

陳漢章 永久會員 NO203 林昱成 永久會員 NO256 

梁永欣 永久會員 NO205 吳炳文 永久會員 NO257 

許盛鎰 永久會員 NO206 楊煌言暮 永久會員 NO258 

洪慶成 永久會員 NO207 廖本雄 永久會員 NO259 

陳景崧 永久會員 NO208 董俊雄 永久會員 NO260 

許耀友 永久會員 NO209 陳川欽 永久會員 NO261 

戴孟書 永久會員 NO210 吳家順 永久會員 NO262 

林長生 永久會員 NO211 許義明 永久會員 NO263 

李存業 永久會員 NO212 鄭永聖 永久會員 NO265 

陳聰林 永久會員 NO213 林群富 永久會員 NO266 

黃加平 永久會員 NO215 施金橦 永久會員 NO267 

黃耀寬 永久會員 NO216 潘東朋 永久會員 NO268 

陳文彬 永久會員 NO217 余獻瑞 永久會員 NO269 

鄭金郎 永久會員 NO218 陳永魁 永久會員 NO270 

黃江浚 永久會員 NO219     程  坦  永久會員 NO271 

陳清溪 永久會員 NO220 趙世欣 永久會員 NO272 

吳凱銘 永久會員 NO221 林建利 永久會員 NO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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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工校友會  永久會員名冊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陳連財 永久會員 NO275 周元煌 永久會員 NO320 

林旻奇 永久會員 NO276 吳孟格 永久會員 NO321 

林育正 永久會員 NO277 張雅芳 永久會員 NO322 

洪世耀 永久會員 NO278 許順豐 永久會員 NO323 

金育中 永久會員 NO279 賴春佃 永久會員 NO325 

施  吉 永久會員 NO280     何  送 永久會員 NO326 

江美鶴 永久會員 NO281 賴慶聰 永久會員 NO327 

莊媖任 永久會員 NO282 黃彥彰 永久會員 NO328 

王春菊 永久會員 NO283 劉丙燈 永久會員 NO329 

白啓忠 永久會員 NO285 楊文鎗 永久會員 NO330 

謝宏明 永久會員 NO286 方宏璋 永久會員 NO331 

劉貞仙 永久會員 NO287 李茂寬 永久會員 NO332 

施仁傑 永久會員 NO288 廖品源 永久會員 NO333 

柯宗良 永久會員 NO289 楊敦雁 永久會員 NO335 

吳瑞旺 永久會員 NO290 黃逢源 永久會員 NO336 

李益源 永久會員 NO291 蕭日畯 永久會員 NO337 

賴志洋 永久會員 NO292 李義隆 永久會員 NO338 

黃仁俊 永久會員 NO293 林英明 永久會員 NO339 

楊錦勝 永久會員 NO295 黃永耀 永久會員 NO350 

王佐田 永久會員 NO296 鄭尚豪 永久會員 NO351 

吳哲安 永久會員 NO297 詹舒婷 永久會員 NO352 

黃志遠 永久會員 NO298 周聯友 永久會員 NO353 

簡健雄 永久會員 NO299 陳國竣 永久會員 NO355 

蕭世坤 永久會員 NO300 黃鴻賓 永久會員 NO356 

李國信 永久會員 NO301 林漢源 永久會員 NO357 

黃宜弘 永久會員 NO302 林建宏 永久會員 NO358 

許祥啟 永久會員 NO303 李淳雄 永久會員 NO359 

聞鴻儒 永久會員 NO305 黃識融 永久會員 NO360 

陳晉添 永久會員 NO306 錢廷凱 永久會員 NO361 

張峰豪 永久會員 NO307 李翠婉 永久會員 NO362 

陳茂墀 永久會員 NO308 陳昶佑 永久會員 NO363 

侯村本 永久會員 NO309 林清彬 永久會員 NO365 

吳錫銓 永久會員 NO310 游道生 永久會員 NO366 

楊信言 永久會員 NO311 葉征誠 永久會員 NO367 

吳威勳 永久會員 NO312 許淑惠 永久會員 NO368 

紀明昕 永久會員 NO313 屈炳秋 永久會員 NO369 

李祐丞 永久會員 NO315 陳慶鐘 永久會員 NO370 

王威勝 永久會員 NO316 蔡加勇 永久會員 NO371 

陳慶得 永久會員 NO317 潘文貴 永久會員 NO372 

林文卿 永久會員 NO318 許凱倫 永久會員 NO373 

陳芑安 永久會員 NO319 周文東 永久會員 NO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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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彰工校友會  永久會員名冊   111.9.16更正  

                                       

姓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會員編號 

趙犁民 永久會員 NO376   

莊旭清 永久會員 NO377   

曾國榮 永久會員 NO378   

謝錫隆 永久會員 NO379   

陳振慶 永久會員 NO380   

黃義松 永久會員 NO381   

白軒至 永久會員 NO382   

劉秉滕 永久會員 NO383   

林建邦 永久會員 NO385   

阮憲堃 永久會員 NO386   

尤國誠 永久會員 NO387   

詹明星   永久會員 NO388   

翁守宣   永久會員 NO389   

李美玉   永久會員 NO390   

林秀眉   永久會員 NO391   

     楊妙月   永久會員 NO392   

     黃俊傑   永久會員 NO393   

     楊家豪   永久會員 NO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