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代/职位 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 第十四届 第十五届
2000-2001 2002-2003 2004-2005 2006-2007 2008-2009

会长 陈宗明 陈宗明 徐道平 徐道平 吴标生
署理会长 吴标生 吴标生 吴标生 吴标生 徐道平
副会长 徐道平, 谢启诗 徐道平, 谢启诗 黄茂青, 谢启诗 谢启诗, 李祥禾 郑万楚, 谢启诗

刘任兴, 沈楚南 刘任兴, 许富川 陈崇波, 李祥禾 郑万楚, 赖义禄 李祥禾, 陈崇波
吴奕定, 赖义禄 郑万楚, 吴令通 刘英豪, 李冬仙 陈崇波, 刘英豪 李冬仙, 赖义禄

杨南兴 杨钦顺, 赖义禄 郑万楚, 丘士侬 温俊南, 吴令通 郭图德, 许富川
- - 许进兴, 杨南兴 许富川, 郭图德 吴奕定, 刘英汉

秘书 黄茂青 黄茂青 郭翼升 郭翼升 郭翼升
陈家辉 郭翼升 黄家玲 张仁发 张仁发
刘英豪 张仁发 张仁发 叶国记 张庄文

财政 王启香 王启香 王启香 许玉泉 许玉泉
张国斯 施天进 江清华 吴标进 温明星
施天进 蔡子雄 许玉泉 刘英汉 柯速荣

会务 李祥禾 李祥禾 游贤祥 游贤祥 游贤祥
赖义达 赖义达 柯速荣 柯速荣 丘士侬
卓德惠 卓德惠 郑少川 郑少川 郑耀明

文教 吴诰赐 吴诰赐 吴诰赐 吴诰赐 吴诰赐
温三财 谢桂智 蔡伟胜 蔡伟胜 蔡伟胜
郑泽冰 蔡伟胜 谢桂智 谢桂智 谢桂智

社会福利 吴斯光 吴斯光 蔡子雄 蔡子雄 蔡子雄
郭斯平 郭斯平 许富川 温振光 刘贤进
施添胜 施添胜 温振光 丘士侬 赖义达

经济 陈崇波 陈崇波 吴斯光 吴斯光 吴斯光
许兴铨 杨南兴 余清琳 郑造民 蘧经汉
吴令通 - 赖义达 李冬仙 吴令通

资讯 - 郑汉光 郑汉光 郑汉光 倪惠妃
- - 陈文豪 张庄文 叶国记
- - 叶国记 吴奕定 江幼德

青年团 郭翼升 江清华 郑春盛 郑彩琳 郑少川
郑少川 - 余奕诚 蘧经汉 郑彩琳

妇女组 黄爱金 黄爱金 黄爱金 黄爱金 黄爱金
刘笑华 - 刘笑华 刘笑华 刘笑华

查账 - - - - 郭文英
理事 刘潮皮, 温振光 郑汉光, 郑立篮 薛维德, 沈永庆 郑友藩, 郑楚光 刘恭界, 吴敏贤

郑万杰, 郑春昭 郑春盛, 郑楚光 黄家昌, 谢必洲 陈训敏, 吴良京 吴标进, 黄志源
郑才标, 郑楚光 刘英豪, 游贤明 黄友恩, 彭坚 陈友燕, 江清华 杨南兴, 林建村
黄乐之, 郭绍永 陈家辉, 蔡三扬 许振福, 杨钦顺 江幼德, 郑春盛 徐道进, 黄茂青
江清华, 蔡子雄 郑万杰, 许兴铨 辜海潮, 吴令通 陈家辉, 黄仕进 谢必洲, 温振裕
林巧南, 黄家昌 刘潮皮, 郑少川 赖义禄, 郑春明 黄茂青, 梁居洲 蔡义诚, 郑友藩
黄家玲, 胡金水 李义君, 蘧官新 黄志源, 吴敏贤 朱梅礼, 吴敏贤 赖梅英, 陈训敏
李财德, 蘧官新 许进兴, 傅文彦 黄仕进, 锺振福 黄志源, 赖义达 蘧官新, 许进兴
庄子杰, 郑立篮 陈仁和, 郑楚奎 梁居洲, 黄乐仁 杨南兴, 蘧官新 陈立强, 杨德兴

辜海潮, 郑才标 许英华, 蘧官新 黄家玲, 蔡义诚 沈永庆, 郑楚光
- 郑友藩 倪惠妃, 沈孝斌 林建村, 倪惠妃 黄长祺, 郑造民
- - - 沈宫辉, 沈孝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