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代/职位 第十六届 第十七届 第十八届 第十九届 第二十届
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2018 2019-2021

名誉会长 天猛公陈宗明 天猛公陈宗明 天猛公陈宗明 天猛公陈宗明 拿督陈宗明

- 拿督斯里刘为強
太平局紳

拿督斯里刘为強
太平局紳

拿督斯里刘为強
太平局紳

拿督斯里刘为強
太平局紳

名誉顾问 - 拿督黄希多 拿督黄希多 拿督黄希多 拿督黄希多
- 本固鲁刘任兴 本固鲁刘任兴 黄乐之 黄乐之
- 黄乐之 黄乐之 施天进 施天进
- 施天进 施天进 本曼查郭图德 本曼查郭图德
- 李祈龙 李祈龙 拿督斯里李祈龙 拿督斯里李祈龙
- 陈泽文 陈泽文 陈泽文 陈泽文
- 甲必丹郭斯平 甲必丹郭斯平 甲必丹郭斯平 甲必丹郭斯平
- 许富川 许富川 许富川 许富川
- - 本曼查郭图德 甲必丹李炳仁
- - 本固鲁谢启诗 - 甲必丹李炳仁

会长 拿督吴标生博士 拿督吴标生博士 拿督吴标生博士 拿督吴标生博士 拿督吴标生博士
署理会长 许富川 本曼查郭图德 黄其辉 黄其辉 拿督黄天明
副会长 本曼查郭图德 甲必丹陈崇波 甲必丹陈崇波 甲必丹陈崇波 甲必丹陈崇波

甲必丹陈崇波 甲必丹赖义禄 甲必丹赖义禄 甲必丹赖义禄 甲必丹赖义禄
甲必丹赖义禄 本固鲁谢启诗 本固鲁柯速荣 本固鲁柯速荣 本固鲁柯速荣
本固鲁谢启诗 本固鲁柯速荣 甲必丹吴令通 甲必丹吴令通 本固鲁吴令通
本固鲁柯速荣 县议员彭福光 黄天明, 刘英豪 拿督黄天明 刘泍俊, 刘英豪
甲必丹吴令通 甲必丹吴令通 刘泍俊县议员 刘泍俊, 刘英豪 赖义达, 江幼德
本固鲁许进兴 本固鲁许进兴 赖义达, 丘仕侬 赖义达, 李远洲 甲必丹温振裕
吴奕定, 刘恭界 甲必丹李炳仁 李远洲, 江幼德 县议员丘仕侬 黄夏荣, 温奕光
甲必丹李炳仁 黄天明, 吴奕定 赖梅英 江幼德, 温振裕 锺纯花
刘泍俊, 赖梅英 刘恭界, 赖义达 - 张咏春, 吴标娟 -

- 刘泍俊, 赖梅英 - - -
秘书 黄茂青 黄茂青 黄茂青 黄茂青 黄茂青

张国斯 张国斯 张国斯 张国斯 张国斯
郑瑞通 陈家辉 陈家辉 陈家辉 陈家辉

财政 县议员许玉泉 郑瑞通 郑瑞通县议员 县议员郑瑞通 郑瑞通
温明星 陈崇炳 陈崇炳 陈崇炳 陈崇炳
黄爱金 黄爱金 黄爱金 黄爱金 黄爱金

会务 游贤祥 游贤祥 本固鲁游贤祥 本固鲁游贤祥 本固鲁游贤祥
郑春盛 谢必寿 黄友恩 黄友恩 张咏春
陈崇炳 郑春盛 彭坚 彭坚 甲必丹余燕南

文教 沈永庆 沈永庆 沈永庆 沈永庆 沈永庆
陈家辉 郑鸿章 沈宫辉 沈宫辉 沈宫辉
丘士侬 丘镇江 赖日新 赖日新 赖日新

社团与社会 江幼德 江幼德 李志平 李志平 李志平
李志平 李志平 张咏春 汤国民 黄琪云
黄琪云 黄琪云 黄琪云 黄琪云 苏滕逸

社会福利 薛维德 薛维德 薛维德 薛维德 薛维德
刘贤进 刘贤进 刘贤进 刘贤进 刘贤进
郑增涛 郑增涛 郑增涛 郑增涛 刘增涛

经济 赖义达 刘英豪 郑春盛 郑春盛 郑春盛
李远洲 李远洲 郑哲生 郑哲生 陈立新
邓贵城 邓贵城 李冬坡 李冬坡 李冬坡

资讯 倪惠妃 倪惠妃 倪惠妃 倪惠妃 倪惠妃
黄乐仁 黄乐仁 黄乐仁 黄乐仁 黄乐仁



沈宫辉 沈宫辉 谢奕辉 谢奕辉 谢奕辉
砂华文协会代表 吴诰赐 吴诰赐 吴诰赐 沈永庆 沈永庆

沈永庆 沈永庆 沈永庆 沈宫辉 沈宫辉
- - - 赖日新 赖日新

青年团 温奕光 温奕光 温奕光 苏腾逸 苏腾逸
郑健伟 郑健伟 郑健伟 林兆忠 -

妇女组 刘笑华 刘笑华 刘笑华 黄玉明 -
- - 黄美端 田秀月 -

查账 陈英嫦 陈英嫦 吴标进 陈立新 陈燕君
产业信托 - - - - 拿督吴标生博士

- - - - 黄茂青
- - - - 郑瑞通

理事 刘英汉 甲必丹郭翼升 甲必丹郭翼升 郑秋华, 丘镇江 郑秋华
甲必丹郭翼升 郑仕绵, 黄长棋 丘镇江, 郑友福 郑友福, 邓伦泰 张开明
甲必丹郑少川 黄志源, 谢奕辉 邓伦泰, 黄钜发 郑万贤, 苏忠钦 甲必丹林元安
黄长棋, 黄志源 郑万贤, 苏忠钦 郑万贤, 苏忠钦 钟纯花, 胡金水 黄友恩
钟振福, 郑万贤 李云达, 林敏松 钟纯花, 胡金水 郑汉光, 郑佩英 林明海
苏忠钦, 郑鸿章 谢雪樱, 张咏春 郑汉光, 郑佩英 吴成立, 黄光荣 郑春德
本固鲁李冬仙 涂登亮, 胡金水 县议员温振裕 县议员陈燕君 本固鲁许进兴
甲必丹黄德财 郑汉光, 郑佩英 吴成立, 黄光荣 余燕南, 江清华 陈环辉
张咏春, 涂登亮 黄其辉, 黄友恩 陈燕君县议员 甲必丹杨贵全 陆国华
胡金水, 郑汉光 县议员温振裕 余燕南, 郑春德 黄美端, 赖国华 甲必丹杨贵全
甲必丹郑造民 陈紫钦, 黄光荣 李明海, 林杨亮 黄勤华, 詹福运 -
黄其辉, 郭绍永 余燕南, 黄长永 甲必丹杨贵全 陈环辉, 余奕城 -
县议员温振裕 苏光昌, 杨贵全 - -
陈紫钦, 彭坚 - - -
余燕南, 黄长永 - - - -
县议员彭福光 - - - -

杨贵全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