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本院主席 九天玄女娘娘  

    圣谕： 

  岁次辛丑年，本院秋季证道考核日期，谨择定于【国历十月二十九日】

举行，应考修士之阳世亲眷善友，可发心助彼等一臂之力，以期顺利通

过考核，往生净土，协助收圆普化之圣业也。 

  此次考核应考修士名单如下： 

 

于恩重。王华兴。王华聪。王雪霞。杨玉珠。江阿水、江赖阿理、廖伟

杰、李杏月、廖品融、黄铭世。余仁学。陈彦凯、杨辉丰、江在成、邱

熙铭。张中明。林香钧。冯霆资、林敢梁、邱勋维、任盛通、许兴致、

林达达。林中雄。陈定南。张家界。段正明、詹正清、冯士友、蓝中强、

施名生。周芷聿。王冠云。潘希珍。柯荣南。覃语宸。费雯丽。张美瑶。

梁实秋。张愫香。高平章。邱佩雯。吴俊毅。吴映瑄。郭洛瑚。蔡枷钰。

常景翔、洪鸾。陈锦春、李来发、林呆呆（前世其名：张家勇）。贺成

明、詹秀月。张小蕙。邹忠义。张心怀。许旺庆、戴一令、蓝达文。卢

钦过、施元荣、欧霖君。张至明。林中明。林永呈。吴吉霖。柯锦春。

柯万籴。林芮羽。李玲惠。廖年万、谢木源、罗义松、张宝忱、周榕树、

邱中台。张展昌、张名田、张修雄、张传同、张溪。萧阿国、陈进一、

吕霖亯。章胜明、欧一南、欧至民。张文海。王蔡月桂。张莲美、白美

章、谢虹珠。林香钧、张梅蕙。周洞显。黄瑞聪。陈朴义。陈光荣。陈

宗兴。陈溪。陈妈邱氏。陈妈林试惠。陈妈杨李富。陈光祥。蔡森旺。



蔡洪碧莲（释会碧）。陈金成。陈董桂馨。蔡来发。蔡陈进治。陈许悦

治。廖木金。林亮勤。潘棠峰、潘纪秀华、杨财清、杨吴真华、赖天旭、

赖冯玲、苏耿福、苏林姜会、陈明统、陈吴真华、杨郑月、杨苏阿玲、

吕德子、吕张明珠、黄忠男、黄陈秀梅、郑水海、郑简淑珠、吕亮修、

吕陈美芳、郑一捷、郑林香华。林志源。陈碧珠。彭秉禄。范秉福。彭

俊治。范光俊。陈折梅。江阿缎、游亯男。程贤斌。童贞谷、童贞纯、

童周氏、童贞清、童李氏、童贞由。林致家、赖淑美。林吉雄、林柯秀、

沈水明、吴天峰。张小月。刘恒英。黄广。黄江切。黄旺条。邱兰凤。

黄红坤。华安惟、廖明诚、廖康氏、蔡期生、蔡章氏、谢仁军、谢邱氏、

胡富安、胡廖氏、葛邱氏、萧瑞福、萧程氏、蔡河凌、蔡孙氏、潘镇岳、

罗明四、罗章氏。熊天华。张家义。刘有禄。刘庆陶。刘天池。刘尾、

张树。林秋全。张贵祥。张吕丹凤。吴添财。方田财、方盛源。方秀娟。

张乡芳。杨添彬。杨郭弘。魏少朋。林致耀。葛升盛、谢正权、廖阿胜、

张正华、田泰波、宋贤英、詹至维、吕一郎、谢百成、金士冯、潘保棋、

魏国二、江海宏、方安柱、蔡至仁。邱一锦、邱许姿芋、邱淑芳、邱修

恩、邱耀二。田文交、黄礼炎、许基洋、林班招、罗麟铨、孙锦彬、张

荣山、蓝峰明、施兴儒、戴天贤、胡源鹿、吴辉中、廖台昌、葛泍扬。

谢平以、詹一德、沈大亿、纪真文、田一权、曾珠满、林秀月、梁锡福、

林泽亯。田杰忠、潘水宇、章华森、罗仔池、段海棠、黄昌福。杨若欣、

孙锦琴、郑茹美、金枝姿、田月姻、李月儿、许枝宜、林娇琪、吕绒蓉。

陈寿裕、张宇意、林宇炎、田敏宏、余小祯、徐勺川、潘至富、陆铭晋、



林亨智。杒名峰、赖原兴、林忠元、任明珠、吕明秀、廖吉文、金禾富、

纪笔城、詹一祺。江坤宗、杨其东、胡三璋、戴松彬、陈在源、丁一崇、

潘义山、蔡安安、赖香花。俞珍蕙、杨玉忆、蓝成茂、蓝阿锡、段癸泉、

林容珠、林秀真、吕秀月、吕一森。蔡孄美、田湘芳、邱爱芬、廖碧铃、

魏东永、陆一招、吕朝笑、詹元启、张香丽。林秀娟、张珍珠、吴明华。

杨玉忆、高姻珠、陈凤晓。陈如静、程雅子、郑珠纹、萧页慧、蔡勤仪、

潘玟美、蔡珍宝、潘珠惠、毕兰月、刘玲玉、康粉琴、孙凤春、朱怡味、

陈妙燕、黄治兰、谢贞碧、陈娇珍、陈碧枝、黄兰锦、许妹美、田霞宝、

廖芳冰、程萱美、康如凤、廖淑女、陈惠燕、廖容娟、江枝铃、康娟慧、

陈丽绢、毕菊女、陈月芬、蔡碧绸、田梅姻、陈珠宜、毕娥蓉、黄梅芬、

朱锦如、程欣心、许纯琼。邱海斐、谢弘烈、纪名桐、田智煌、吴田地、

邱松德、任正贤、郑品福、洪成廷、杨秋杰、金上田、罗光习、张任吉、

曾阿印、赖仁名。曾伯怀、廖仁沧、谢村德、许邦耿、魏忠新、谢一政、

刘克成、林好汉、郑福洲、童山峰、江光城、洪修远、施治砚、冯民雄。

底清义、闵秋克、夏素裕、秦怡娘、曾蝶宜、崔顺水、苏育毓、蒋元杰、

于亯通、陈益俊、顾友南、钱峰宜、赵裘宗、申送英、裘璃雪、乌美艳、

邢佳煜。龙祥勋、陈哲博、沈雄子、赵智升、丁英生、康夙明、林一学。

蔡安珠、罗加娟、邱香兰。胡坤源、张名雄、施平辉、施仁心、林海洋、

林任政。林小蕙、张女月、林淑芬。李弼居、李杨善敏、李遇、李重、

李秀珠、李眉英。张明祥。吕生业、蔡阿曲、苏青助、杒发光、施正英、

任毅源。纪梓川、纪胡真淑、纪树宇、纪子柄、纪香华、纪锦泽。郑松



辅、詹堂捆、周翰显、宗明、朱谈益、马穗琪、林尧、赵庆昌。叶勤敏、

黄战源、石海间、施锦记、钟软产、洪任昆、罗育州、梁子华、罗峻生、

赖锦庭、詹中财、冯辉成、杨来轩、丁耀雄、程文万。许顺波、李吉衡、

简昆火、葛西瑞、李安联、章明祯、施名哲、曾一组、罗德宗。周飞宗、

许浩水、蓝名豫、蔡中真、田彰川、潭洋基、刘元君、张忠勇、林幸原。

邱诚中、欧传堂、章雄福、廖忠生、陈宗朝、江成功、詹弘名、程毅崇、

江子平、田彩竺、田秀娇、郑美佩。章秀姿、郑月琴、萧仪珠。戴浩鹤、

毛荣敏、叶桐山、苏成华、郑勤河、江月华。陈成功、梁升果、丁至民、

郑坚振、郑一北、李后吉、邱明衡、梁銮先、江名山、金赞成、金好孟、

郑一锡、沈侦里、廖新树、王正吉、沈森树。章泰修、华锦春、冯一谋、

吕森一、陈俊彰、吕尊贵、江道中、曾怀相、郭敏安、张攸光、杨智名、

潘阿注、魏波泽、欧瑞泰、钟才子、许琴雅、陈宝琴、郑轩协、林至任、

许名观、许义冠、魏中全、贺华绅、施彰富、金明杞、许树杰、张名显、

卢富南、邱阿得、张本田、陈文期、邱印雄、金民果、郑阿进、蓝至文、

潘吉文、林致希、许隆雄、戴常荣。王法荣、金洲健、罗立俴。刘祺佑、

黄哲琛、陈良烈。蔡文柱、叶生宝。张光宇、沈政翔。林圣龙。魏明元、

郑融良、段超明、黄吉对、苏尧堂、王雄国。张能常。林健一、金春霖、

关民淞、吴常健、任一男、廖记才。吕瑞印、郑走伯、田财运、石泉水、

丁玄吉、苏荣松。杨益进、江尚良、蒋星政。黄天祥、林鹤和、林和宏。

廖荣德、潘东钦、田村合。蔡森宏、程春照、陆铜兴、蔡祥设、丁井昌、

冯宗政。邱宏告、宋鸿泉、谢国青、郑荣忠、陆财文、黄杰位。江沐立、



杒泉泍、许森雄。金忠安、赖明泰、杨建廷。蔡蓉莉、谢牡宜、邱珍美、

章桂玉、白绸惠、田书英、程芬君、蔡宣娥、魏凤梅。金勤豹、陈代生、

刘来德、蔡出涂、高弘治、吕一源、郑吉湖、郑维春、魏文绿。许德育、

钟正民、张秀瓶、郑三炎、赖才富、程好山。罗达择、谢维昌、林安旺、

张喜贤、江至坤、段光伟、冯水源、蓝一正、苏山岳、谢吉鸿、许栋地、

吴一宗、邱定介、詹荣军、郑超嘉、金道城、许吉强、潘铭浪、宋明贤、

张任旺。陈忠义、庄文山、冯仁德、杒村旭、陈光祥、李贵淙、王杰文、

刘光醒、张洋文、程昌昕、沈旼拔、罗浚雨、陈良展、林泉水。徐烈淇、

黎发达、陈铭至、苏光亮、沈其豪、卢忠义、萧名生、葛小宝、何村丰、

张任新、张东峰、谢忠雄、孙一景、詹阿成、林心月、张小香、林秀琼、

何珍珠、张秀琴、林秋月；魏保贤、林炎海、赖进丰、张惠珠、谢正丰、

游有财、林明华、黄淑芳。丁满盒、章吉兴、沈祖阳、张财泰、黄寮会、

林彬海、马至钦、孙展堂、蔡阿密、张一玄、蒋维清、张多容、曾纯宁、

陈忠梁。郑贤万、詹名军、郑财栋、章厚文、潘风正、郭伦福。潘治隆、

潘里连、赖献仁、许烟发、段中资、谢京欣、陈如静、程雅子、郑珠纹。

宋成中、梁炳修、王深范、方正祥、蓝裕松、林坤一、田段增、潘中正、

俞珍蕙、程月芬、康娟芳、萧妹草、萧秀慧、蔡勤仪、潘玟美。郑柑富、

郑程国、郑邱清秀、郑香莲、郑两海、郑明达。许池城、林柱锦、梁鹏

发。赖权德、任正贤、金良梁、吕光宝、洪煌宁、高一悉。蔡枝美、杒

洁素。宋发一、邱华君、罗一荣、丁发川、黄标式、吕经佳、吕柱明、

施子强、吕一旭、邱阿事、周俊合、吕雨霖、邱隆川、潘一祥、施至明。



谢贵裕、钟民原、杨一埕、纪观松、温来财、田盒清、徐秀月、江正成、

吕一标、赖如费、詹光荣、田正发、郑谚雄、郑名文、廖会地、江羽庆、

庄廷生、谢翼顺、卢雄生、谢浩凯。张源子、黄钦拓、田凌声、郑斐华、

刘纹铁、郑山铭、郑柱光、许查锦、蓝分堂、廖中名、廖才松、潘三华、

欧民禧、曾允升、赖光铭、魏寸通、任诚富、施华文、许善皓、江育杰、

卢松山、钟水国、魏庭文、冯观通、郑祥山、詹崇、郑仁利、许辉东、

谢忠过、程一坚、郑彬吉、魏仁胜、毛言碧、白宜敏、黄彩雀、钟庆源、

洪淇源、冯治雄、林山要、童盒扬、魏相彰、许谨一、任运东、王料材、

罗钦权、郑响博、潘华忠、廖存天、任贤城、黄隆池、施日奇、沈敏轻、

苏并吉、高畏钧、蓝兰茵、陈筱美、杨红珍、林贞娟。魏玉敏、潘花枝、

谢枝如、魏虹凤、魏秋琴、蔡妹敏、许姿香、邱敏惠、江路祚、章琼森、

宋哲园、谢文郎、罗内旺、苏吉辉、蓝业吉、孙地中、詹扬锦、刘郎峰、

郑熙胜、蔡忠孝、许亮民、黄名生、程献璋、魏昌清。林香月、林彩月、

何春珠、蔡祥荣、高发威、丁成安、田全旺、叶木尚、丁营昌、邱宗文、

萧明忠、葛谋煜、张山政、苏波柏、陆德忠、林孝长、康房祥。张月珠、

谢金兰、孙秀锦、詹淑芳、魏秀华、林雅苹。罗宗杰、张一匡、金坤水、

郭升铨、林远亿、金宝兴。陈岑文、潘阿波、林明裕、余庭利、谢坤源、

王对荣。詹台志、江一彰、许飞政、林圭气、廖名华、郭才雄。胡一权、

许六步、吴尧隆。张出名、潘一中。卢祥铭、房忠宗、姚文杰、曾至城。

罗颖文、黄来沂。郑棋诚、陆桐祥、江况勋。贺寿聪、蔡光源、苏财禄、

欧贺河、郑进升、罗联彬。庄来汉、蓝川骐、潘得水、许瑾和、林淳雄、



戴柏泉、吕雄庆、施喜鹏、林儒赞。陈阿圈、詹秀南、赖亨年、张樱蓉、

金兰秋、朱洁燕、魏庭碧、陈珠銮、林贞贞、朱子桃、邱妙月、许桂嫦、

廖兰鶑、高雅珍、蓝贞君。林香钧、何秀眉、张凯欣；詹中镇、石星光、

张顶祥。陈至评、邱中栒、苏阿权、许三昌、刘良阶、金盛言、廖千华、

金吉修、田勋隆、林仕收、郑二济、蔡弘根、魏淑玉、杨莹梅、廖秀妹、

康芳容、张梅君、白琴珊。吴程芳、吴秋美、吴桂萍。金武祥、吕含灿、

徐满落、黄兴英、江仁招、胡杰成。张至元、张淦成、张贤宁、张赖卜

圆、张森忍、张琼姵、张虹凤、林雄清、江绣花、张君治、林通诚、丁

一峰、杒兴哲、陆升义、何川难、魏正济、庄棋湖、潘名绍、黄田才、

吕镇水、沈登山、陆仁福、程增中、谢义中、欧煜彬、郑元堂、施宁鹿、

施一郎、余传存、梁财来、施阿标、郑川启、谢升敏、金田裕、石重天、

苏长明、郑春来、廖哲良、金秀安、金生国。魏池木、郭贵山、郑育明、

曾杰彬、丁勋铭、黄梅忝。蓝秀宜、王花云、郑婂桂、朱雅仪、陈梅珠、

蓝怡娟、陈一虹、杒芬芳、罗辉成、 林国升、吕全庆、林和益、梁志

意、刘光景。欧名雄、吕贤满、苏同修、潘昌树、林绍玄、邱阿得、吕

平贤、苏民当、段村轩。叶有城、叶一雄、叶德进。段光智、吕宗友、

林嘉桐、卢昌圳、江达鉴、杒勤伟、谢雿勋、赖政基。钟瑞迟、钟山洵、

钟蕙绵。吕秀月、黄怡郡、丁香美。廖二荣、康生华、林见培、廖阿寮、

罗上堤、邱山彬、林举山。章枋万、吕庆喜、胡和庆、周广哲、沈家详、 

郑淙海、廖名成、张秀圆、丁名玲、程豪杰。韦木棠、萧孟芸。颜芳穗。

石芝、苗以秀。廖宏逢、沈水明、吴天峰、蔡福田、吴国恩、张安三、



张英财；刘铨俊、江立财。许清水、吕正佑、丁忠雄。沈先中、施正法、

陈吉旦、江融积、施善祥、任校吉、江雄超、陈全根、杒光德、江淑吟、

丁明月、吕梦华、章合易、张秀庭。潘志忠、吕忠村、张元善。戴堂旺、

田禄万、杒国哲、程光道、萧政鸶、萧财贵。冯文良、魏清伟、陈吉男、

田光河、林宁光、林名庭、罗地生、梁中明、许寒松、欧名华、杨恕实、

吕森德。钟明永、丁扬自、林峰扬、廖项世、孙香华、段明珠。梁成煌、

林民能、潘一样、赖茂传、卢昌丰、许意良、潘佑成、谢重两、施儒得、

杨正权、王谨泽、廖旭景、欧禄平、陈兴邦、曾堂焜。郑助南、邱名气、

谢生川、张维道、郑荣淙、陈至中、丁业成、苏海霜、黄东非、吕贵谷；

林真云、章樱玉、邱婷容；詹一成、邱见坤、胡赐茂、欧和正、潘威保、

陈成泽、高成峰、孙诚阳、施良广、蓝泉辉、许上海、田容音、张锦珠、

王宜贞、毛玊纯、林娟淑；梁东子、丁基亯、蔡星助、欧其志、高财宾、

邱泰益、沈秤进、杒材德、沈科融、蓝兴圻、毛安东、施明炬、金中亯、

邱宗隆、杒至宪；谢素绒、毕琬真、魏秀洁、张康；许阿福、田祺南、

高秋莉；白兰怡、郑月雪、毕珠霞、陈宜妙；李成梓、洪海敏、谢忠新、

吕中鉴、许富佑、贺旭富、魏森显、吕机山、张杰志、施地亯、郑富杰、

郑发泰、简荣洲、洪峰房、萧浩生、詹彬南、郑镇慕、江松利、邱通川、

张辉名、曾光明、周颖曜、邱荣安、周光男、李圣东、梁长文、戴山岳、

梁原清；施川淇、魏圣洲、林銮月、蔡美郑、蔡芬珍、黄婷闺、程娥云；

白慧玲、林德文、廖煌德、田大妹；刘敏钦、蔡成寿、陆谷忠、郑杰辉、

谢郁文、谢霖树、丁力城、李进远、丁兴成、邱英谟、杒荣全、欧雄宏、



宋正男、吕光隆、吕遇本、李新吉、毛樵军、章忠荣、陶贤礼、张昌霆、

罗至允、钟凤珠、邱月眉、丁香君、杒茹春、高婷兰。章当来、章荣宇、

章山谷、章香珠、章林惠雯；刘发生、萧尔季、葛海敏、吕清华、许奉

志、刘成志、蔡阿胜、林月儿、毛一文、蔡中成、陈光潭、丁明清；吕

丰俊、田奎来、钟评兴；邱材钦、叶铨坚、沈昌池、张亯全、丁胜山、

杨之贤、吕一刚、童连平。周详焕、张立台、廖柑。陈西南、游阿良、

罗尧成。蔡福暌、蔡甘勇、蔡天禄。林光明、潘秋霖、蔡一贤、林正印、

田阿迁、施东西、吕棉；周光男、丁右铭、段东科；周泉财、张翊实；

赖荣正、陈光俊、黄典诚；郑忠益、徐名都；余能和、余吕一幼、余耿

业、余铭凯、余翠敏、赖在正、赖生展、赖江容月、萧成宪、萧一腾、

萧丁阿真、萧华杰；魏运便、罗吉祥、程一铭、王荣勇、江光隆、郑奕

和；许淑月、蔡娟娟、张名依、林庭庭；吕碧月、许天蓝、林香英、金

文娟、林丽珠、丁佳玲、张锦玲；梁纯秋、詹欣玉、赖秀丽；高秀女、

李素贞、郑文月、杨明珠、冯淑芬、詹梅花、许宜宁、吴春兰、冯千千、

潭淑怡；张海广、黄铭钦、邱明亯、潘正星、郭松源、魏才杰、梁和风；

刘进森、冯隆宏、谢水文、张杞耕、林松郎、张雄明、周阿旺、沈一巴、

许明同、田水泉、谢宗景、黄明堂、谢旺隆、冯盛年、刘牧生、罗年基、

江文彬、周承正、徐崇达、郑出志、贺日正、蓝阿富、葛少才、冯志府、

郑启庆；罗一冠、邱松华、田良仁、卓阿标、高桐树、林胜利、潘华正。

廖华长、吕发顺、江成祥、黄光德、蒋正铭、刘晟益、陈源然、江德振、

杨盛显、张顺兴、黄招元、张廉宏、廖正志、李庚述、李大宗、黄光瑞、



陈源纯、丁印章、蒋庆松、张西海、张观元、孙永恩、丁钦安、陈进水、

吴铭远、黄良辉；张铭吉、郑安华、江吉出、蒋洲镒、张雄连、吴廷泉、

沈位志、蔡华彰、蔡水中、吴洲麟、曾华辅、江光标、廖一村、曾成安、

刘能生、蔡真娟、孙花宪、丁聪兴、蒋雄承、陈淑怡、沈瑞真、丁珍珠、

李香桂、蔡芳妹、蒋春珠、丁淑勤、马淑芳、赖月桂；吴恩全、张安三、

曾立标、张隆然、刘要全、廖佑哲、吴德顺、吴民正、廖宏逢、黄基新、

马正坚、李钦潭、杨水胜、刘象、刘炫池、沈享备、廖细洋、 张全中、

章中华；康小桥、梁兴日、郭文堂、张墩发、蔡作兴、欧和甫、黄翰铭、

陈年丰、苏博财、廖冠过、吴景进、张清芳、张月珠、曾金兰、刘秀花；

林香月、张君雅。方秀月、廖家纯、郑珍珠、林香香、张丽美、陈幼芳。

张贤烈、许纶雄、魏佑源、卢名礼、蔡荣友、欧鹤成、张梅君、白琴珊、

程芳秋。许顺民、卢城丰、冯名正。程玉欣、林秀月、许真真、毛秀珠、

郑淑真、萧彩如、蓝月欣、蔡婉丽江凤微、田仪燕、郑珠纹、邱秀龄、

黄阿兰、朱淇玲、欧正恩、萧成益、林隆英、江麟辉、吕祥育、赖忠孝、

张致浩、魏乃雄、詹玄曜、杨士锐、苏一勋、萧浩富、金雄国、蔡安忠、

詹基串、冯学达、萧岑武、张发重、赖名原、卢至安、孙豪雄、任铭一、

施汉荣、孙元成、罗宁忠、江勋俊、苏祈安、冯生昭、许三至、张祥见、

蓝宗攻、叶嘉成、萧良岑、高盛敏、许元文、蔡宏微、潘贸雄、冯晖来、

许一伟、冯昭癸、许良诚、余智昌、徐明池、魏丰魁、任俊全、罗结雨、

郑恒树、卢田贵、张中璋、蔡辉翰、宋远仁、潘华生、廖家庆、江沁荣、

赖坤奇、林中壁。蔡惠娇、黄娟娟、邱月容。刘媛玲、蔡萱香、孙卿喜。



杨坤家、吕富贵、胡阿政。连福贤、潘启宾。胡胜道、梁益钦、高昭泰、

欧亿成、李仁关、孙源扬、吕富华、许竹木、施扬义、蔡辈元、许茂庆、

欧正恭、萧宏铭、廖树男、魏一练、林真艳、林毕璇、魏慧英、康春霞、

杨凤君、朱月娟、林容妮、孙芳美、程蓉慧、章霞娥、罗满文、林贵甲、

杨本木、郑贤夫、叶细安。张志坚、林月亮、黄河乡、黄金田、林园地、

陈年华、张香君、王国家、何处长。邱瑜美、许兰英、李如玉、朱淇玲、

陈芬敏、叶霓杏、魏桂霏、黄芬君、黄秀芬、林玉琦、孙枝玲、萧华品、

林月凤、林枝紫、林秋宜。蔡莺娟、杒萱水、黄秀枝、康琴蓉、 魏秀

珍、黄婵秀。许辉端、周彦宗、黄光星、张萃维、蓝中员、谢海镇。吕

一旦、石年辉、许昌火、潘法忠、康民水、萧寿亮、罗魁宏、邱生财、

施海松、赖中波、谢阿治、欧名尧、潘鸣联、施旺意、赖忠临、刘正义、

郭德标、廖丰中。吕夫名、叶州州、林专修、高讷元。林豪华。刘毅龙、

华崇坚、卢尔德熙、刘堂基、金明博、陆承进。江扬根、陆伟晏、陈璋

政、黄武然、萧城陶、蔡鹏峙、高堤祥、林天佑、黄秀庭、郭铁杉、郑

吉拓、邱坤彬、萧忠水、邱文德、邱一汉。谢全稳、贺民隆、江东振、

冯中意、周有坚、杒明吉。黄明叶、吴至郎、张全阡、蔡水章、纪景达、

欧光隆。李装坤、郑梧宜、徐深子、蓝敏征、卢荃划、谢一曜、廖二溪、

宋孝喜、戴名德、魏秀芳、郭妙凤、蓝月燕、郑梅蓉、王瑄禄、高燕瑜。

任至隆、冯一进、谢政绍、魏飞远、戴中亯、赖源福、高其远、张印明、

钟元安、许阿德、江智良、苏盖坤、苏财坚、田有相、赖一天。张资钦、

郑胜祥、高儒泉。萧宏庆、许阿万、卢阁展、刘勋山、葛一里、谢飞鹏、



戴至文、许台义、章风华、廖全华、江锡卜、詹含铭、杨福海、冯源兴、

林华津、郑秀锦、吕整胜、黄光相、王况彬、罗绍腾、廖哲擎、廖一哲、

卢名次、高德材、刘国荣、潘浪巍、江沂涂、高冠生、王明寿、丁明集、

田香君、潘事贤、赖永吉、廖好基、田雄雄、吕秀珠、金宗岳、康味星、

蔡惠娇、黄娟娟。郑保亯、刘成通、杒荣益、胡西文、张泉建、王宏文、

周松树、陈满辉、许吉差、张光英、曾吉伟、萧正善、江名英、施家豪、

蔡素美、林一中、陈家乡、许铭泉、欧析仁、郑忠顺、赖健重、赖宇早、

田华云、张一隆、江查峰、张溪彰、施国济、苏明柚、蔡讷杰、任名鑫、

方再来、林维光、吕中雄、许成辉、杒喜福、郭迪标、程豪堆、施成钿、

梁兴府、郑德才、郑进幼、黄浚贵、蔡盛代、田亯泉、丁换炉、黄邦德、

孙发桹、叶一回、林阿杰、高炎昌、江中义、沈至硕、郑利建、程英意、

萧成贤、刘亨兴、钟定绅。程又田、潘正义、叶彰炳、钟明淳、魏浣俊、

陈合雄、欧民鸿、张开元、周梓东。庄雨允、魏胜期、杒池权、谢维山、

黄早一、胡财裕、刘要敏、田仁彬、蓝清堃、唐春进、金召赐、利瓦伊

钧、吕煌德、邱名嘉、许昆景、贺璋明、梁一福。潘启肇、赖中正、龙

吉综、廖森河、金三密、李治丰、余英壬、周海雄、吕铭魁、戴竹哲、

林祥晖、杨雄德、黄园哲、郭坤察、杨义祺、冯通明、杨源沧、蔡南杰、

江锦文、吕仁权、赖清扬、金一千、魏明津、高娟桂、方蓉燕、郑玟如、

李香霞、李晓绫、林美钗、魏雯欣。蓝慧彩、杨妹仪、朱丽绫、廖秀桂、

潘燕茵、杒香绢。张河伟、郑璋成、林浩世。任正学、纪南展、潘秀兰、

黄展棉、邱木荣、罗鸣堂。林钦中、叶香悦、江诚彬、张水生、杨平荣、



陈秀珠。丁修智、邱源达、郑俊奎。沈一中、施豪远、陈吉旦、江融积、

施善祥、江超雄。吕勋吉、吕魏猜、吕香娟。卢辉里、林至坚、金生华。

戴伟国、吕强扬、卢新月。钟荃隆、江正义、杨明村、蔡明松、邱降仁、

郑生森、黄玲梅、蔡兰锦、施在心、冯德柑、田阿才、章一正、刘花素、

刘惠盈、朱慧蓉、蓝琴枝、张志强、张旻桥。林明英、林泉光、葛得中、

宋泽、林萧妹草、林玲霞。黄碧琴、杨英婷、萧兰玟、许桂嫦、吕元明、

金宇源、庄叙兴、吕兴合。田旼盈、陈梅仪、康绫子、陈佩兰、张莲美、

白美章。陈仁添。吕川敏、杨源致、赖阿在、洪祥远、许一杰、许上村、

丁至国、张培荣、刘淯旺、简宗柄、邱奇堂、卢士翰、陈一东、沈正典。

黄素芬、陈素月、朱玉姿。邱英荣、段西诚、戴富昭。许文源、周文士、

祝理中。金春财、邱杰胜、田成英。蔡柏修、吕雄修、萧荣富、许增来、

卢滇村。蔡枝娥、黄凤纯、钱珊珍、程姿慧、魏贵菊、谢名京。邱锦展、

蓝明树、江光伟、黄次木、金鸣辉、冯彬胜、简宏钦、黄裕仁、吕山岳、

刘一达、许敏汉、吕亮森、张中发、魏南亯。林广中、张明乡、施富豪；

杒元宇、冯忠广、林益雄。孙国中、孙木盛、孙吉步、罗证明、江拿哲、

詹正男、周慧桃、苏枝芬。童琴汝、黄英玉、潘贞菊、黄惠铃、曾慈凤。

陈华仪、廖兰鶑。冯中铭、陈占中、施正港、程名雄、郑子若、杨沧松、

黄源幸、林海益、江益和、潘发庆。吕经佳、吕柱明、施子其、吕一旭、

刘毅龙、华崇坚、卢尔德熙、刘堂基、金明博、陆承进、魏辉健、林辉

文、潘任水、德雄泉、林银子、江宗得、林富满、孙平仁、孙原德、段

季庆、周一飞、许浩水、蓝正豫、蔡中名。魏辉健、林辉文、潘任水、



林雄泉、林银子、江阿得。蔡珍宝、潘珠惠、蔡枝美、杒洁素、康芳容。

金一望、周俊岑、徐智微、罗天右、徐茂隆。郑锡锦、胡进儒、魏鹤元。

吕文峰、吕名容、许福展、施火屏、詹安烈、郑来成、苏来厚、杨华成、

梁铭盛。廖容容、魏敏香、朱娇祯、黄宜春、邱云玲、章桂霞、黄女玉、

吴青娟、程玉珍、魏素桃。林安名、陈铭中、郑清水。林香月、胡娟娟、

林志气。张林木、郑光辉、林梅梅。柯正通、林卢火、林安任、沈平安、

张至原、郑中华。林双双、刘蕙绵、林贞华。林能雄、郑成通、吴永富。

林秋霞、张青月、何明明、陈永田、张月光、林详生。卢香兰、孙景月、

林小桥、简碧珠、林月娇、杨秀琴。林政新、张涌泉、何阿潭。吴三均、

陈吉明、何杰俊、林中堂、刘名春、林发财、张光辉、林光隆、张家盟、

李光雄、章东辉、曾明通；陈明煌、张宝炎、林松宗、何家雄、曾光仲、

魏名宏、陈进京、林特招、张至恩、林镇年、张一骏、林村添、蔡中原、

林忠发、张城重、刘光廷、张文彬、郭凯君；林东任、陈湘华、林中吉、

陈家明。黄名子、张平诚、林一夫。林进民、陈铭赞、郑四维、谢桐树、

杨隆池、高旺明、陈家明、施一仁、蔡财裕、柯宏元、毛智尧、蔡一维、

邱吉旺、田颖忠。段中益、赖淇町、周木文、谢北田、谢时树、高一凉、

戴福财、魏祥士、林秀珠、张鸣凤、毛柱宝、蔡全能、黄秀琳、吴华枝。

张中志、张许月瑜、张媛玲、张寒洲、张萱香、张卿喜。田满华、金宏

武、蔡炫德。苏世换、段国钦、吕河治。许水源、江田裕、邱明吉。金

月华、江黄慧、陈妙燕。邱中男、金孟宗、郭胜利。郭中权、林海业、

魏一统、萧树财、杨福发、金溪骏、蔡期逢、丁生堪、欧家明、金名科、



郑梓仁、郑家灰、施致城、吕代华。赖相镇、刘阿勋、林治峰。杨志管、

郑道铭、丘德润。吕强扬、卢盛超、苏隆传、吴贤志、萧成文、魏安洲。

李飞彰、冯木过、郭光义、金有田、魏香如、朱月琴、许绮悦。蓝贤交、

高调年、林昌庸。罗旭贵、潘学盛、苏统瑞。宋新宫、许昌佑、邱弼治、

宋志杰、潘学库。李标明、张烈敏、李清铜。沈合钦、冯富池、张一仁。

江池辰、邱顶柚、章永幸。高兰秀、黄欣珠、郑秀珠、邱芳妹、林君子、

章雪瑶。梁财福、黄满宏、施阳绍、潘一炳、蔡月镯、金仲海。贺文盛、

许标贵、谢佑峰。钟一和、林中庆、吕安东、江应俊、詹一存、程连煌。

简隆智、郑月敏、陈秀惠。周木松、杒正安、陈迪亯、廖山川、罗宪仁、

林杰颖、林阿泉、李一华、罗丘朝。苏珍珠、戴添淳、胡协雄、罗月女、

高直安、黄堂顺。康富夫、康张意合、钟宪忠。郑一祖、张心竹、林阿

虎。欧铭贵、周宜华、林一凯、黄福业、张健文、詹一进。罗淑兰、张

爱素、林素池、张莲慧、苏珠霞、林妤花、黄妹敏、陈丽玉、陈春琇、

詹秀芳、林凤英、李贤力、刘仁民、陈克良、石逸坤、陈彦荣、李平安、

罗一雄、林成建、陈天龙、徐景胜、蒋佑台、林发树、徐成昱、林财瑞、

洪良数、陈添岳、林生逢、郑旭光、丁英成、吴迪好、张郁重、李佁修、

刘倍原、潘中郎、陈吉顺、郑玉敏、萧梅韶、林玉春、罗娇玉、孙慧娟、

康女春。魏德健、金一峰、罗果中、罗财裕、黄至权、张棊科。邱怡静、

林珺卿、林玲玉、康淑芳、高媛婵。萧秀慧、魏淑玉、叶霓杏、林香君、

詹泽汉、林木郑、潘成锡、李谋能、冯恕贵、吕吉收、章长步、程明喜、

梁树生、邱云漳、谢祺旦。林季勋、许郭玉娇。许正庆、周荣乔、林栋



密、陆蟠川。田忠仲、程子君、刘坤荣、田山裕。康粉琴、孙凤春、朱

怡味。黄班良、罗升南、康坚豪、吴硕义、戴中庆、徐一基。罗泉水、

陈明和、田营昌。康月如、林贵宾、郑阿国。林富满、孙平仁、徐山烈、

龙城海、陆松综、任英维。欧而壹、葛绅福、冯源生、林宏村、周盛邦、

陈生胜、程元招、张瑞德、詹阁芳、刘明天、林希瑞、林韦来。罗中雄、

余一元、蔡住堂、许秋癸、郑秀玮、宋阿观、庄一草、苏斯文、吕文棋、

刘珠环、欧志骏、蔡森益。纪梓川、陈一数、胡行锦、郑章杰、欧月珠、

尤镇政、郑传节；郑铭久、丁甚铺、许茂正、苏六学；章合易、张庭武、

孙年光、廖平坤、施廷晖、谢名雄、许清平、蔡兴雄、吕辉影、吴佑志、

梁光钦、张至昆；陈全根、杒光德、江全吟、丁才忠、吕光华。吴真兰、

蔡凤兰、廖香香。钟望颖、张庆常、冯变荣、罗圣正、戴明祥、蔡豪序。

林家强、林达义、林源文、林政员、林朱青白、林琦莹。卢镇首、林铁

期、龙台诚、冯栋裕、张润中、梁启富。魏日赐、许鸣定、邱名择、王

全盛、林杞元、罗水树、张元伸、江闪宗、叶容水、林遵朝、宋中正、

郑明冻、章吟杰、陆明隆、萧谷生。魏兴柱、赖天槙、詹亮书、丁西福、

林松柏、蔡维隆、徐正法、陆阿奎、田弘英、苏兴隆、谢祥成、戴明力、

孙宏昌、陈水全。吕升雄、陈正丰、江荣杰、郭名中、卢一顺、梁魁中、

潘中文、蓝心彬、章升庸。陈香青、陈杒绫玲、陈兰真。杨如琴、章英

云、魏秀珠、吕中名、张志强、程月芬、余细楷、谢国华、魏宝艺。田

绒枝、章娥娟、蔡枝妹、田茹美、潘淑素、蓝珠满、朱英琴、程莲君、

谢凤春、李文菁、王琼娇、苏今佩、廖凤怡、何嘉蓉。邱珍绢、朱珍华、



萧玉枝、高芬枝、高霞仪、高美珊。卓英雄、方文彬、刘重雄。宋穗群、

施有哲、梁鹤华、金彬森、廖腾岳、萧彬贵。林月贞、张志强。林传喜、

林阿祚、林田华君、林家月、林英雄、林豪修。林素雅、何秀花、张淑

芬。高一勇、高正堂、许阿融。高华欣、廖宜仪、冯堂昌、胡良明、萧

庆富、郭老吉、叶好明、廖齐进、吕立裁、邱昌堂、郑夫过、金宁丰、

王享良、林重旼、许仁宗、萧铭敏、林魁喜、周雄忠、郑恩勇、詹郎计、

林明担、罗贵仁、金庸志、郑名台、魏政资、庄青界、萧鹏驯、程明勇、

林法春、叶心焜、丁名醒、田群云、叶盛堂、潘翰俊、许正数、谢忠虎、

朱境杰、冯一镇、张元弓、罗正宁、陈来元、高全哲、林要成、谢成郎、

杒显忠、余洋田、任国智、程一瑞、丁光祥、陆秀绵、施秀凡、徐月霖、

罗胜裕、沈吟年、梁治振、许和亯、林雄志、周育申、赖一传、江武文、

潘元光、吕荣源、江富运、庄贵仁、江忠孝、詹发道、葛昌诚、叶和生、

卢荣智、施聪清、钟文场、程鸣达、蔡中远、叶雄亯、胡志明、萧昌祥、

叶锋有、周光荣、杨风根、郑享仁、沈永环、许旺宾、沈统年、赖明道、

魏阿富、黄瑞杰、郑乔玄、刘朗嘉、萧荫仁、许添敏、施泰锡、宋招洲、

金成明、华玮宗、林权扬、陈武展、郑进重、江泽德、王群忠、魏华步、

谢至迪、林一仁、许良机、廖富政、潘宾坤、 陈喜子、詹水源、黄奇

环、赖科城、许一佰、田远纮、林一清、萧铭义、高一盛、施元郎、田

贤炆、萧一岗、刘杰土、许一胜、许忠财、杨新禧、施霖振、陈钧青、

魏阿根、邱大远、贺昌财、沈英鸿、杨建作、林兴资、沈光文、丁州璋、

贺茶昌、田湘芳、邱爱芬、廖碧铃、邱阿缎、廖蓉玲、白明月、孙容红、



江凤素、程惠香、陈全杰、孙政亨、林俊根、钟火中、高川雄、许昭德、

郑村盛、廖法旺、丁勤来、梁名仁、孙宗瑾、王河炉、蔡生竹、梁阿锦、

许中华、潘陆洲、蔡治毓、蓝昌逢、潘铭世、廖能生、郑法伦、谢老旦、

陈长旺、陆名祥、郑宗事、徐居文、金坤明、林进亯、刘发财、戴仁中、

蓝名津、贺志仁、许隆伦、吕涂池、廖水阳、田羲庆、周贵义、曾基相、

施鸣雄、蓝本行、罗文煌、欧阿麻、金名析、邱春栋、吕全西、赖德樵、

戴文思、黄顺屏、黄阿财、王个德、李昌健、廖山耀、谢生华、周树模、

欧强运、李存英、邱凯昌、蔡祝钧、蔡泽吉、高一料、张阿义、叶智宏、

程正男、江名世、苏安文、田至意、罗来联、杨宏盛、张家仕、魏明学、

林州芳、段英东、江凡田、赖时诚、陈虎柱、林名吉、郑文雄、梁智本、

周福昌、潘少洲、胡光耀、徐义中、金成村、许名清、张英华、江松绍、

魏一涛、谢平南、廖实业、赖智昌、潘宏霖、许礼务、欧家豪、田入兴、

罗正华、余义宕、陆池律、罗源山、高钦门、谢雄堤、洪东福、许伯城、

江文原、赖光治、冯华秀、许岳松、田沅土、郑戍亯、任钦木、钟名义、

丁兴城、罗贤俊、任正彬、钟校东、谢珠美、田雪采、蔡时蔚、蓝政白、

陆郁国、廖维山、萧家任、施锦祥、赖盟期、吴捷生、宋凌发、田献锌、

潘论荣、叶治善、王大宝、孙标堂、萧宏男、戴圣伟、詹堃宏、施名育、

许进有、周标基、丁进春、贺树翔、郑葆世、田亯文、郑义全、田名财、

梁志雄、柯重远、林大弘、田达和、金水山、叶仁得、赖木民、郑栋火、

蓝启瑞、林焜荣、林荣贤、蓝齐进、陈和贤、蔡照宏、张真华、张冠大、

王舒敏、任城柑、张任霆、吕淳胜、金博达、施健俊、蓝村国、罗钦会、



冯雄均、郑奕旭、胡闵益、詹中海、郑明光、吕光杞、陈生文、徐然德、

郑光荣、卢利雄、魏来福、萧发仁、金宏煦、黄两源、程万俊、章生涂、

尤雄登、华友靖、萧榆串、林农健、吴立况、冯元换、吕旗福、龙东宏、

吕一升、赖南昌、杨清军、吕昆旺、程水勇、吕廉子、胡裕绣、庄桢颢、

陈松崇、冯淳诚、吕喜琳、蔡念英、林华、江黄慧、许乔国、谢中昌、

丁正雄、李勋南、萧昭德、施贵华、张一男、梁通展、林埻堂、蔡载霜、

黄寿昌、胡原男、贺南峰、赖松炎、杨稪盟、章松祥、葛橙兴、许志坚、

程修男、戴君场、任弘春、毛玲霞、毛幸香、朱妊娥、叶秋慧、郑贞佩、

黄忆霞、林静仪、蓝月燕、叶琴凤、陈洁素、吴锡珍、蔡莲菊、谢美白、

陈秋慧、蔡枝娥、黄凤纯、钱珊珍、程姿慧、魏贵菊、萧长儒、潘日得、

高备霆、陈棠得、高仁郎、林进相、郑祈敦、陆德森、陈一德、纪过智、

施哲生、龙源庭、田祈意、黄宇阵、金一络、郑成夕、叶一礼、魏阿秤、

吕旭草、蔡祥云、戴川和。郑棚忠、孙郎玄、吕名英、卢正奕、张坚道、

赖必桐、苏森林、胡东铭、段宗奎、陈分有、林勋昌、沈又易。沈福荣、

金基平、李一彰、陈丰年、蔡明政、周武华、魏超云、周清来、罗顺春、

吴政雄、江凌华、吕松车、林民雄、刘涯禾、张醒瑞、田生仁、吴生村、

吕放星、林德超、苏吉哲、宋源增、丁旺明、宋发升、胡志才、沈福荣、

金基平、李一彰、陈丰年、蔡明政、周武华、魏超云、周清来、罗顺春、

吴政雄、江凌华、吕松车、林民雄、刘涯禾、张醒瑞、田生仁、吴生村、

吕放星、林德超、苏吉哲、宋源增、丁旺明、宋发升、胡志才。纪荫财、

陈富裕、江体年、林一源、胡志豪、林厚庆、孙炎深、江民祥、王旼胜、



邱娟珍、田一声、潘文贵、田治训、程焕通、高妙纯、朱霓贞、高玉宜。

廖中辉、祝屏郎、郭明智、卢来日、萧雄树、黄寿浚、袁三祥、刘祺飞、

廖又霖、赖华中、钟地平、江彰利、任贤明、高文瑾、廖桐男、林顺村、

郑中一、蔡贤峰、吕文君、林重曜、詹山水、江拓德、邱为锦、邱森英、

周岳宝、沈免洲、吕来亨、叶草全。冯忠广、林益雄、曾明尚、吕和其、 

田祥辉、林成学；谢霖生、谢阿成、陈河进、张成功、罗民溪、江至良、

戴足原、杒元宇。杒绫玲、程兰真、刘华中、赖哲铭、周长政、萧竹源、

高杰雄、李名精、陆一壁、杒训荣、张名程、黄英基、郭微文、宋山昌、

赖忠成。蔡淑雪、黄子芬、魏风雀、陈妙兰、潘花珠、杒英珠、徐光柚、

赖祥耿、陈竹宪、胡亮福、康坚忠、萧表国、房丰青、梁好里。苏博财、

廖冠过、吴景进、林圭气、廖光华、郭才雄。江民政、江陈秀燕、江阿

忠、江承龙。金过旺、任至德、 刘一振、郑辉孟、罗月梅、刘淙诺。

陈吉男、吴真兰、蔡凤兰、廖香香、白兰怡、田光河。黄女琴、程枝莲、

林玉桂。林香花、田贞淑、张佳芳。邱显玉。王展维、谢阿焜、黄福吉、

张吉和、冯一煌、林宏军。胡黄川吉、蓝名亯、谢成功。香珠、张翠华、

魏秀庭、江明珠、郑秀嘉、林淑芳。杨世隆、葛坚源、潘宗敬、蔡华娥、

黄春萍、康菊韶、高妹桂。谢骐政、蔡东绍、梁中华、沈财宝、蓝本行、

谢至钦。林一尚、潘政武、段中亯。魏吉子、吕胜隆、魏生敏。李亯诚、

潘来礼、林和锡、丁源里、沈中源、江生回。杨旗雄、郭料兴、金村彰、

萧香蓉、张好福、许玄夫、江祥达、黄治兰、白娥美。卢彦昭、江开礼、

周一时、潘珠惠、毕兰月、刘玲玉。罗铭敏、欧锦昭、吕有彬、钟祥浩、



张田助、张芳堂、郭雄校、江圳云、钟易祺。杨歌雄、张德子、吕一维。

丁中政、孙洲清、曾一河、张英珠、江立财、蔡是福。邱彰安、江过明、

田力曜。胡忠海、罗树宇、吕子强。罗青坤、丁光仁、廖沁河。张铭杰、

施荣廷、许志麟、周思飞、魏利政、郭吉荣、葛荣烟、罗明东、谢鹦明、

罗一炳、毕兰月、刘玲玉、廖妹决、高发临、许基夫、詹全郎、林名机、

张耀泉、许发东、江良凰、陈月珠。李俴作、欧咏祥、赖昌宗、郑法至、

林廷昌、罗一池、陈存锌、欧贤铮、林和文、廖水棠、杒聪梁、张炳辉、

丁三强、曾星务。程安文、段和曜、王和中、施名修、谢阿富、江太明。

江阿樵、邱如榕、魏一浊。田铜发、陈溪明、欧昆进。谢慧娘、萧米枝、

邱珠凤、郑雪珠、许祯琪、康芬琴、王小素、林贞玉、吕桂珠、廖丽女、

许明运、郑裕业、魏捉峰、王庆宝、施登文、詹然雄、许多建、陆初说、

郑忠庆、苏口亯、周成料、梁棠富、徐右和、罗先过、邱文贤、丁华助、

简彬雄、吕有阳。苏文华、罗在益、许里元、程三洋、吕仁兴、罗池谦、

金诚榕、邱龄锡、李岳木、程松相、赖成谋、邱克超、江岳埻、田伦政。

苏生随、江凉华、钟宇福、林釸肇、曾哲润、潘洲显、谢暖祥、詹锦伦、

黄山俊、冯安泉、陆川雄、欧发财、郑中和、郑旭业、陆一沧。孙娇秋、

高夏英、杒真莺、陈盈宝、陈谕芳、邱仪枝。郑和部、黄瑞灶、林星中、

戴正田、邱庆和、魏国峰、黄布洲、童田裕、蔡至旺、许名法、陆一修、

叶三伸、冯阿部、潘雄宏。蔡出旭、吕一忠、詹致常、蓝青田、张杰村、

廖至丰、曾名宗、许锡诚、罗水泉。吴铜、杨秀清、石达开；陈嘉平。

江台炎、宋春尚、宋郎廷、李政华、谢乃隆、杨山寸。吕治文、苏昌赐、



施勇华、林家家、刘细辉、江松杞、潘详治、江富果、詹川型、罗成对、

戴山良、杒一中、程雪莹、何香春、邱曲龄。江修靖、罗维旭、江任庸、

林助森、欧鸣富、朱成材、蓝柱梓、叶湖年、许福诚、陈名景、金名觉、

叶全彰、郭维峰、纪至鹏、潘家兴。赖发忠、程学庆、林哲贤、任家益、

蓝毅礼、蔡一进、赖致隆、康惠梅、余柏德、葛嘉租、陆克民、张阳雄、

魏德子、潘香雨、徐和津、郑正雄、简璋健、金泰招、陈良原、欧桐泰、

庄定东、曾至村、张权仁、林过生、张道讷、郑福昌、葛远东、谢径贤、

郑舜满、杨炎亿、康中名、罗然安、孙正良、蔡雪枝、廖玉佳、徐生元、

郑秀丰、冯泉海、蔡华贤、丁会泽、简河礼、张兰佩、田仪珠、陈妙秀、

冯德典、谢忠华、蔡翼好、邱男平、金堂仁、魏祥灿、沈峰明、罗书隆、

潘学坤、钟名涛、吕一儒、许育国、黄秀苹、萧花枝、陈莲雯、高贞凌。

胡一中、田雄坚、戴光景、詹正诚、吕担、冯竹海。钟忠孝、郑发新、

梁忠寿、任泰氶、赖秀珍、宋真华。沈至材、魏中立、黄兴胜、沈一全、

龙仁中、许贤仁、叶正维、蔡名洲、廖元福、田见顺、赖旺献、梁雄修、 

萧树贤、邱阿癸。蔡名过、冯振望。毛七。林琴容、杒小盈、林莹媚。

陈义向、陈何美欣。余宗兴、康岳域、刘堂熙、方一嘉、范苍和、杨松

其、范源道、江满庆、石苍绪、林愿文、陈理志、魏玉凤、何月美、朱

铭德、朱兴锦、朱薛秀珠、廖应演、廖正炉、廖腾麟。陈晖煌、邱义桦、

蔡儒祥、洪幽全、简震祯、吴兰君、陈欣碧、廖翠兰、廖佩碧、孙玲苒。

吕保舰、洪传明、傅重南、董永赐、梁政兴、黄仁政、苏鸾昌。杨盉、

褚大功、李桂。程王彩玉、陈纯芳、田筱兰、陈昆有。蔡金秋、钟菁佳、



侯宛霞、陈彩菊、杨林秋琴、翁发杰、张扬华、王中华。刘雅和、陆宏

浩、徐王美英、陈乐兴。东天杏祥初级护法神。东天义丘真人。梁裕志、

程复荣、张见代、潘兴森。李玉芬、丁玉琴、蔡文学、武举玉。林君洁、

花枝琴、陈惠妮、章祥廷、曾嘉明、高俊霆。李泉兴、林又健、郑一树、

葛成炎、魏观田、魏文泰。蔡珍宝、康月琴、陈哲世、钟风川、蔡祥宪、

陈妙燕。邱悉健、梁位文、李锡世。苏升嘉、胡堂寿、萧水树。潘铨光、

高诚仁、江和达、戴南华、许雄敏、传耀湖、叶明生、孙至统、郑霖维、

郑魏月娟、郑海兴、郑良沧、周又钦、徐水村、廖修旺、詹阿顺。贺钦

泽、陶名华、徐庭志、高泉宏、张安理、程世安、洪文政、洪群平、孙

进利。曾家宏。曾氏林淑花。曾阿志。曾氏杨明梅。包鸣。郑东海。杨

绣花。林民东。韦亦恭。许壤。黄一修。吕林亦好。陈赵明妹。甘小柔、

吴志豪、吴小湘、郭昆山。魏嘉东。庄文钦、蔡火木、陈清隆。朱张松。

许冬水。许张英。许金发。许吕阿葱。林明中。胖胖。林致雅。朱炉妹。

张志祥。张庆远、张林秀。王小中、王沈月儿。林明海、林黄珍珠。王

干金、王彭鏬妹。乌喇那喇氏﹒阿巴亥、汪容之。张花美、谢玉娥、吕

梅琴、钟春月、钟樱珠、廖丽女、黄女琴、程枝莲、林玉桂、杨妙锦、

毛慈贞、萧凤爱、康晴月、蔡莉香、程珍贞、蔡娟杏、吴海韶、魏庭碧、

陈珠銮、朱子桃、高娟桂、方蓉燕、郑玟如、李香霞、李晓绫、林美钗、

魏雯欣、邱妙月、黄玉美、高红倩、陈粉晓、康如秀、程莉利、张容柔、

高雅珍、蓝贞君、许月瑜、康娟芳、毛幸香、朱妊娥、叶秋慧、郑贞佩、

黄忆霞、林静仪、林香钧。苏珍淑、黄琪芬、黄诗枝、钟绣珠、萧霞秋、



蔡芬珠、吕菊菁、田绮瑚、程婷芳、郑貎雪、 程琴枝、王星怡、林仪

英、蔡月璊、邱蓉兰、程蜜恋、魏秀春、蔡凤玉、魏兰妙、高妹娥、吕

娇眉、刘圆珊、程华梅、张阿蜜、许怡月、章枝真、康玉莹、林绢莲、

刘玲萱、林秀莲、郑蓝真、魏芳美、黄素芬、朱玉姿、陈香青、杨妙锦、

程美芬、毛碧云、章霞玉、章美凤、康珠燕、廖梅鸳、程蓉敏、邱仪慧、

蔡玲媛、黄菱香、金霞枝、毛慧宜、高玉如、谢雯铃、程彩琪、吕贞蓉、

黄榕月、孙素卿、高媛兰、萧敏霞、毛锦美、田梅惠、田萍雪、孙美芳、

邱珍雀、毛慈贞、黄月芬、田珊琴、程芷雯、陈佩珠、蔡丽雯、郑媛卿、

魏阿香、章芬琴、谢甜秀、蓝如秀、朱英美、田宜里、杨华伶、程惠姿、

萧娟珍、杨美幸、蓝凤仪、杨粉琴、康丽菊、吕芳慧、田娥束、杒美香、

田媛婕、毕娥春、白英枝、廖萍玲、毕雯淑、江秀红、谢盈慧、黄凤燕、

吴蓝贞、蔡美枝、黄枝惠、林惠魏、林琼妙、萧凤爱、康晴月、蔡莉香、

程珍贞、蔡杏娟、吴秀韶、邱玉姬、蔡淑华、田如惠、潘婉杏、章美兰、

田佳琼、白飞燕、白贞秀、程芬娟、蔡琇君、郑湘真、吕宜梅、李月娟、

郑玉铃、谢媛娇、陈珍英、田旼盈、陈梅仪、康绫子、陈佩兰、郑珍珠、

金娟虹、林怡君、康仪盈、李花玉、邱桂盈、邱玉淑、程枝秀、郑慧丽、

潘兰妮、廖秀白、黄珍宝、魏玉彩、杨珍青、吕梅玉、黄绫萱、黄丽容、

蔡芬美、罗娇雪、李珍孜、许萱凤、张欣美、邱銮珊、毛媛兰、李花虹、

田仪妃、刘珠春、吕敏满、田秀菁、田芬桂、潘美兰、高卿蓉、高慧萱、

毕虹珠、魏珠凤、魏雪幸、邱缎亚、程昭艺、许美芬、程英祯、陈莹秀、

廖月玲、朱榕惠、田苑妹、黄妹玉、林惠娥、高依谊、萧真欣、高蕙霞、



程喜芬、许娟蕙、吕雪敏、黄娥如、田碧香、蓝秀萱、吴柔玉、蓝仪秀、

田绸香、萧儿兰、白玫臻、潘枝婷、黄秀萱、廖盈香、蓝韵霞、田芳桃、

朱茹妹、白谕玲、林琴桃、康姿玉、蔡香珍、朱玟羿、邱京玲、杨菊妃、

朱琪慧、廖洁善、吴玲仪、程仪娇、许绸珠、连英凤、白妙姗、毛音云、

毛卿樱、孙虹雯、魏芳谊、高娟香、邱妮娥、程碧珍、蔡英秋、林美佑、

高月欣、潘姗约、吕英莉、谢芬蓉、朱瑾瑜、吕萍铃、陈佳枝、黄凤妹、

吕凤如、程云以、程妮碧、程招芬、林香华。许水亿、廖飞勋、魏宇益、

魏和祥、程戊泉、梁名迪、郑平克、施萃君、金召雄、戴礼宁、潘鸣进、

许重原、萧一诣、谢升昆、石顺富、许家霖、吕满宝、邱兴忠、苏耀雄、

苏至彰、陈非锡、胡颖修、罗达吉、王战式、游天群、蓝新英、谢铭夫、

陈泉木、何儒峰、江千明、赖成镇、程来旺、田名洋、郑遥以、王俊园、

蔡志开、葛春海、卢水学、石才平、苏振子、高程保、罗文进、张冠位、

程统元、陈明中、谢胜恩、吕文栋、梁奕益、张中科、施孟宗。魏意与、

蔡新安、陈宏登、潘亯宗、任铭继、黄三祥、田茂丰、詹勋先、郑至德、田

郎海、张校营、蔡成标、沈成旭、罗昌华、黄森圳、郑缪尚、江明村、潘一

雄、吕新荣、魏敏明、黄泉澄、章正仁、沈树嘉、周少隆、杨允祺、章满良、

李子演、徐水鏿、张沈海、许正奎、洪溪良、苏天坤、许华于、陈翔木、潘

钦元、许义芳、郑政景、沈松蔚、罗青欣、郑水灵。王中镇、康群喜、黄满

尚、林福辉、周富中、郑克村、许飞鸿、宋学志、刘涂武、田毅儒、孙乎子、

高范明、郑济鑫、周河昌、赖明鸿、郑泉汉、周铭健、廖飞扬、黄松岳、蓝

倬利、潘助材、段元南、陆相隆、吕军绒、杒正合、梁伟明、蓝青云、施梁



隆、蔡治胜、林西云、王明默、郑佑印、戴光云、池昌章、宋道宏、杨翔安、

胡程峰、江恩景、邱至辈、余春义、亯振河、李好村、宋名豪、江立科、苏

才永、王力维、郑春寿、林水胜、林铨忠、杒光荣、蔡进安。梁荣助、田文

辉、陈光枢、沈诚春、钟和津、杒水雄、庄佑涂、刘英道、许于地、胡勤荣、

萧炎圆、杨萃庆、龙祥安、吕铭星、蔡维兴、林昌鸣、黄孟伟、陈昌胜、魏

国明、李传重、杒启献、施益星、田建胜、詹材德、刘荣岳、欧山钦、潘辉

麒、蔡顺满、吕桢位、许修成、苏全生、邱义得、毛治生、王隆明、许耀世、

魏东锦、许树园、邱维明、潘宏清。张园晖、张李珍萍、张中横、张吴青媛、

张儒学、林翠宜、林泰逢、林张田纶、林祥民、林陈虹玉、林青厚、林魏涓

盈、吴荣宝、吴高苑雪、吴钟宏、吴孙庭碧、吴瑞铭、吴林晓玉、王辰宗、

王邱云玲、王清祺、王黄绣诗、王木仲、王陈惠缘、黄诚远、黄刘花素、黄

荣苍、黄刘圆珊、黄华勤、黄毕琬真、彭宗彰、彭杒美香、彭英道、彭魏庭

碧、彭安相、彭朱洁燕、蔡杰鹤、蔡谢甜秀、蔡祥良、蔡毕娥春、蔡廷汶、

蔡田媛婕、张宏远、张萧凤爱、张仑德、张康晴月、张容法、张白美章、徐

宇屒、徐张莲美、徐健鑫、徐谢虹珠、徐胜雄、徐金秋兰。许远标、许章芬

琴、许海锦、许吕芳慧、许坤东、许田旼盈。陈寛兴、陈章美兰、陈荣诚、

陈林惠魏、陈宏沛、陈林琼妙。张秀家、钟易雅、李姿伶、吴璇真、邱佳润、

林玉婷、郭明美、江淑真、张前丽、许玉慧、洪美湘、蔡梅贵、陈怡缎、张

天凤、黄芝琼、陈月秀、何英真、吴凤容、吴慈玫、许梅美、高姿惠、蔡惠

秀、陈莲美、邱怡燕、王芳琼、林花春、陈锦秀、杨芳宜、陈仪梅、刘菊秀、

陈月凤、郑惠静、杨素霞、曾碧佩、陈蕊玉、田筱琪、林云华、刘兰芳、邱



燕枝、许思姿、林言秀、冯琴凤、李兰恩、罗雯凤、林淑美、谢雯静、许治

霞、郭成恬、吴星秀、黄玲贵、李满娟、刘微菊、许微静、林玲惠、许春凤、

钱秀兰、黄真娇、李淑惠、汤美洁、简玉珠、蔡知春、廖凤月、邱雅翠。黄

彰荣、郑天福、萧端个、高维诚、潘宾远、贺铭增、黄墩德、田庆文、梁庆

标、施贤辉、詹春文、苏学树、赖桥州、程锦龙、梁演灿、陈文鸿、廖谦翼、

徐丰镇、赖识鹏、钟铎灵、蓝权文、许海显、梁文吉、王淇富、连隆利、周

宗冠、萧财基、魏文清、欧祥景、杒盛新、胡兴赞、蔡匤合、梁如有、吕束

里、高招冠、姜华男、沈家海、廖华云、冯圆微、戴德钰、张晤德、任荫魄、

戴环木、孙子山、宋川水、沈木加、田全成、施村坤、苏旺昆、杨明松、金

亭南、蓝建春、郭柱泉、梁城根、谢桂桐、高泰清、谢清添、章栋材、廖森

钦、戴发盛、冯贵桩、蓝源昭、黄烟荣、戴木辉。苏珠蕊、林英筱、杨秀琴、

黄秀凤、底莉美、张玲杏、李绮兰、谢妹前、郑姿霞、黄瑞惠、林淑春、莫

芳雅、林姿微、李长婷、李玉慈、张月淑、王英君、林姿瑛、萧秀言、张珠

兰、李碧秀、张千美、林梨月、郑姿兰、简玉屏、邱云瑄、赖谕凤、李洁沛、

魏芳素、詹燕佩、江雯萍、陈秀满、叶姿淑、陈玲娴、黄宝采、蔡云琴、许

桂洁、吴苹缎、简扶凤、蔡定兰、刘慧春、蔡心贞、姚柏秋、李丽秀、石华

美、陈育文、姚燕淑、陈桂秀、姜妹臻、陈妍婷、钟春琇、邵凤淑、洪素秋、

洪素秋、谢惠淑、崔花筱。杨秀春、黄英贞、莉叶洁、谢淑怡、江春美、蔡

月琼、苏锦慈、姚菊莉、洪春旻、李秋妹、郭月珍、钟羿月、石云英、庄秀

丽、苏燕贵、邱玉瑄、许采洁、陈兰静、李杏珠、李月秀、张淑芬、叶明玉、

谢淑春、蔡梅霞、吴淑美、吕瓶婷、庄梅素、陈女心、詹娟姿、刘萍莉、吴



春秀、沈华蓉、陶采虹、罗婷文、简淑惠、林美琇、张芳月、郑蓉芸、郑芸

秀、王月芳、王枝霞、赖凤心、蔡琪如。许天始、萧正华、余君孝、吕宏君、

陆村良、卢孟津、施祥杰、施禄楼、张璋贤、吕季和、庄权赞、许殅全、郭

沐来、程旺勇、林浪财、苏富进、冯寿仁、余淳淯、赖慈明、冯天理、陈甜

研、罗祈海、潘成章、丁天汑、程沛国、蔡演智、吴森湖、苏裕达、程旗鑫、

胡年绍、施喜贤、程泉勋、廖贵世、高干人、吕通吉、金池昌、高松治、冯

芇桐、蓝记清、吕飞锡。黄仁火、赖正全、陈村良、庄升东、余炎津、蔡郎

祥、章华进、詹溪祺、孙道明、沈福贤、宋权钦、陈昀升、龙升涷、高一山、

戴本正、魏延明、陈径华、杨榆荣、冯松仁、江吉竹、林明柏、贺茂国、程

基华、陈贵源、谢正贤、金中名、张至英、谢贵职、萧瑞章、冯尽原、黄论

庆、郑安柏、许召贤、郭武隆、林雄督、程潭海、戴彬郎、萧策泳、胡炎山、

潘锦洲、宋涂男、林育贤、陈鑫崧、梁良哲、金井水、田铨印、苏地竹、任

村松、欧治炎、张长位、魏柱将、章得连、林盛华、叶常福。郑喜秀、庄妹

燕、苏芝嫚、黄美玉、张真静、江凤佳、杨凤春、施华素、李梅秀、王美涵、

蔡羿琼、王惠婷、王婷珠、钟春云、陈华燕、林园瑄、陶莉秀、吴佩莲、谢

凤秀、周女萦、蓝玲菊、朱碧桂、陈媄云、林美冠、林玉绣、陈凤云、赖月

萍、李鸣雯、邱慧美、何秀琴、林真琼、陈秀淑、谢玲秋、郭云仪、洪秋成、

李雪春、侯名君、邱桂蓉、崔凤月、江月甄、许怡琳、杨丽雯、邱丽仪、邱

春秀、陈廷妹、张洵妹、陈銮英、施妹秋、萧婉惠、宋谊青、蔡珠美、许云

静、陈英春、许苇玲、陈吟佩、谢兰梅、林碧美、林莹美、梁雯秋、蔡芳秀、

李娟婷、张练美、许梅玉、余英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