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代/职位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1990-1991 1992-1993 1994-1996 1997-1998 1999-2000

会长 陈宗明 陈宗明 陈宗明 陈宗明 陈宗明
署理会长 - - - -
副会长 徐道平 徐道平 徐道平 谢启诗 谢启诗

赖义禄 黄友恩 赖义禄 朱国治 徐道平
施天胜 吴令通 卓声焕 余承春 沈楚南
邢益智 杨南兴 吴奕文 施炎胜 赖义禄
卓声焕 卓声焕 邢益智 杨南兴 吴令通

秘书 黄乐之 黄乐之 黄乐之 黄茂青 黄茂青
吴标生 吴标生 陈家辉 吴标生 吴标生
施天进 施天进 吴标生 陈家辉 陈家辉

财政 蔡德清 王启香 王启香 王启香 王启香
黄茂青 吴斯光 吴斯光 叶国记 叶国记
郑友藩 郑友藩 郑友藩 陈坤城 张国斯

会务 刘任兴 刘任兴 刘任兴 张国斯 李祥禾
余承春 陈仁和 陈仁和 陈崇波 雷雪云
蘧官新 赖义禄 叶宗明 吴奕定 余承春

文教 黄家玲 黄家玲 黄家玲 郭翼升 郭翼升
郑汉光 陈家辉 郑汉光 黄乐仁 吴诰赐
张国斯 张国斯 张国斯 温三财 温三财

社会福利 谢启诗 蔡子雄 谢启诗 吴斯光 吴斯光
彭华洲 谢启诗 黄茂青 郭斯平 郭斯平
吴令通 黄家昌 卓德惠 胡金水 施添胜

经济 李德陆 郑作清 余承春 赖义禄 陈崇波
郑作清 余承春 郑立篮 许富川 卓德惠
江先华 郑立篮 温振光 邓日清 朱国治

理事 陈坤城, 陈曦阳 陈坤城, 施添胜 陈坤城, 施天进 沈楚南, 黄家玲 沈绍隆, 许兴铨
郑立篮, 邓敦康 高荣芳, 郑万楚 林巧南, 沈绍隆 刘仁兴, 徐道平 陈石, 郑万楚
高荣芳, 黄家昌 曾宪松, 邢益智 傅楚富, 郑楚光 郑汉光, 李义君 江先华, 黄家昌
沈楚南, 杨德喜 沈楚南, 黄纪勤 黄乐仁, 游贤祥 郑楚光, 李祥禾 施天进, 郑立篮
刘钦, 黄纪勤 蒋仁忠, 施炎胜 邓日清, 庄世平 李仁江, 陆国华 黄乐仁, 郑楚光

吴斯光, 赖庭海 邓日清, 蔡德清 高荣芳, 郑泽冰 黄纪勤, 陈石 江清华, 蔡子雄
林巧南, 谢景芳 郑汉光, 许富川 郑锭浩, 胡金水 潘启兴, 梁居洲 黄仕进, 郑春盛
游贤祥, 沈绍隆 温振光, 胡金水 傅启兴, 黄煌尡 高荣芳, 郑作清 蘧官新, 邓日晴
林华英, 施炎胜 李义君, 沈绍隆 李义君, 郑万楚 吴令通, 许进兴 郑泽冰, 郑汉光
傅楚富, 庄世平 庄石运, 江先华 沈楚南, 郑春昭 林玉英, 郑泽冰 吴敏贤, 胡金水
赖义达, 刘海壬 郑春明, 李炳明 赖义达, 余明东 李炳明, 辜海潮 李义君, 郑万杰
王启香, 胡金水 游贤祥, 郭斯平 黄纪勤, 郑春明 卓德惠, 黄爱金 郑楚奎, 许进兴
邱明顺, 潘支超 叶宗明, 吴奕定 郭斯平, 施添胜 郑汉光, 郑万楚 潘启森, 温振光

曾宪松 - 施炎胜, 吴令通 - 林玉英, 黄爱金
- - 李仁江, 辜惠传 - 郑少川, 张进周
- - 傅文彦, 许富川 - 谢雪樱
- - 钱功赐, 杨南兴 - -
- - 李惠球, 陈石 - -
- - 郑才明, 黄友恩 - -
- - 杨德喜, 郑作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