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主席九天玄女娘娘 登台 

圣示：今恭接证道【懿旨、佛旨】，命本院三太子元帅十里外接驾，本院玄天上帝五里

外接驾，其余神人排班候驾，不得失仪，可，吾退。 

观 音 净 土 使者：韩玉雯 

无极瑶池钦差大臣：董  飞  同降 

七言偈曰： 

证道考核已收圆，无量残灵可回天。 

若非菩萨大愿力，要待何时出头天。 

若无天心佛道院，欲要收圆年复年。 

众生冤业数不尽，以致形成五浊世。 

各种业力任翻腾，众生受苦倍熬煎。 

世众若欲免此苦，行善化冤保安然。 

二圣同示：今日降贵院，乃为颁布证道懿旨、佛旨而至，懿旨、佛旨开宣，神人肃立，

神人接旨，不得失仪，可。 

钦奉： 

观音净土观音佛祖圣示： 

无极瑶池皇母大天尊懿示： 

二圣同示： 

今查南瞻部洲台疆天心佛道院壬寅年春季证道考核已然圆满，应考修士全数通过，往

生净土，三魂合一，旨到生效，今颁布通过升等考核名单暨证道考核名单如下： 

（一）升等考核通过名单：本院护法 



慈愿菩萨『十信菩萨』，晋升为『十住菩萨』。 

慈金丁菩萨『四信菩萨』，晋升为『十信菩萨』。 

慈明菩萨『四信菩萨』，晋升为『十信菩萨』。 

慈春罗汉晋升为『七信菩萨』，懿赐『慈春菩萨』。 

慈盖罗汉晋升为『七信菩萨』，懿赐『慈盖菩萨』。 

天英尊者晋升为『二信菩萨』，懿赐『天英菩萨』。 

天宏尊者晋升为『三信菩萨』，懿赐『天宏菩萨』。 

天仁罗汉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仁菩萨』。 

天玉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玉菩萨』。 

天土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土菩萨』。 

天赐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赐菩萨』。 

天忠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忠菩萨』。 

天禾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禾菩萨』。 

天悦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悦菩萨』。 

天易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易菩萨』。 

天明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明菩萨』。 

天池尊者晋升为『初信菩萨』，懿赐『天池菩萨』。 

 

（二）极乐净土： 

庆祥菩萨『十信菩萨』，晋升为『五住菩萨』。 

李南满（天人果位），晋升为『四果罗汉』，懿赐『音满罗汉』。 



李黄茶（天人果位），晋升为『四果罗汉』，懿赐『音由罗汉』。 

 

（三）观音净土： 

忠聿菩萨『五信菩萨』，晋升为『初住菩萨』。 

刘坤展『天人果位』，晋升为『二信菩萨』，懿赐『天展菩萨』。 

王芷菜『天人果位』，晋升为『四果罗汉』，懿赐『天芷罗汉』。 

刘荣『天人果位』，晋升为『四果罗汉』，懿赐『音荣罗汉』。 

刘陈花『天人果位』，晋升为『四果罗汉』，懿赐『音名罗汉』。 

刘枝听『天人果位』，晋升为『三果尊者』。 

 

（四）升等考核通过： 

观音净土： 

黄廖快（初果尊者），晋升为『三果尊者』。 

 

（五）观音净土（天人果位）晋升为『初果尊者』名单： 

刘有进、刘有炎、刘伟志、刘慧雯。张学鸟、蓝佁成、章馨麟、吕泰山、郑安甫、张

昌郎、吕胜源、丁水流、程庆永、许绸珠、连英凤、白妙姗、魏莹姿。刘尾、张树。

覃语宸。 

 

（六）家神晋升： 

（土地公）徐贵全、（将军）陈涌泉，皆晋升一级。 



 

（七）证道考核通过名单： 

郭芳周，证入极乐净土『九信菩萨』，懿赐『音芳菩萨』。 

林春兰，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文菩萨』。 

刘清海，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海菩萨』。 

刘清发，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发菩萨』。 

徐秀妹，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秀菩萨』。 

刘清照，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照菩萨』。 

郭宝心，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心菩萨』。 

赖文契，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契菩萨』。 

李三妹，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玉菩萨』。 

赖丁山，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山菩萨』。 

刘振芳，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辰菩萨』。 

王陈善，证入极乐净土『初信菩萨』，懿赐『音善菩萨』。 

游阿涂，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可罗汉』。 

简杏，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杏罗汉』。 

游国泰，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泰罗汉』。 

刘陈季，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禾罗汉』。 

刘家宣，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宣罗汉』。 

黄王锦雀，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锦罗汉』。 

蓝一品，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一罗汉』。 



高邦民，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良罗汉』。 

郑贤成，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成罗汉』。 

廖常国，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常罗汉』。 

林隆鸿，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隆罗汉』。 

杜成音，证入极乐净土『四果罗汉』，懿赐『音承罗汉』。 

 

（八）以下皆证入极乐净土『三果尊者』果位： 

张家芳。丁松怀、孙波况、郑万得。林行源、林阿日、林英仁。张魏秀田。林祚莲。 

 

（九）以下皆证入极乐净土『二果尊者』果位： 

黄惠珊、陈郁雯。刘贞美。张香丽。曾光岑、黄敏庭、柯孝侃、郑贤恩、苏华年、周

华挳。 

 

（十）以下皆证入极乐净土『初果尊者』果位： 

林家柔、张家界、何明楠；叶国庆、张月燕。谢林 粽、谢宏章、林陈点、林碧云、

林水盛、林石定。许全斛。施成绍、施敏炎、施土后、施佑鸿、施赞仁、施章伟、施

阿名、施杰英、施静珠、施英茵。 

 

（十一）以下皆证入极乐净土『天人』果位： 

詹光全、梁吉安、彭州池、杜光劭、严志村、郑杞良、尤言和、余奇心、苏明中、钟

松名、杨文华、邱明秋、魏信义。潘木世、郑贤煵、曾宪历、梁泽卫、林迂铠、杨世



鹏、沈丙文、金良忠、苏亭信、冯万伦、林家怀、廖央森、邱阿津。林忠义、林中意、

林园秀、钟靖淑、简玉云。田中洋、郭好楼、陈连锦。许泽民、毛生帆、陈家纯、贺

开荣、许旼如、许月华、余国添、陆复雄、罗福赐、贺贤学、林家家、郑月儿、施裕

诏、张评咏、郭光仰、余升钦、钟仲吉、贺隆超、田一立、苏来居、庄进昌、吕明勇、

许南料、冯益财、钟杰胜、戴一统、丁海用、魏星仔、苏佑利、宋助好、施宏男、程

和田、陆坤宗、潘彦烈、周政能、张伟国、叶明证、孙永生、贺焜光、王烘志、叶光

芳、梁通胜、程勋铭、吴登波、杜凡智、萧雄宁、吕魁勋、闵盛生。梁财国、程文章、

吕声宝、陈鹤元、许中佑、郭宏屹。郭珠女、施秀女、周重至、陈明婷、吴珠淑、李

玟玉、张离秋、陶丽芳、陈玉紫。冯树木、罗火平、田生春、陈源沧、高荣山、周松

柏、吕任柑、金三清、廖宏泉。蔡素花、许莹素、郑欣慧、王月梅、李涵卿、余碧慧。

孙秀美、杨彩蓁、陈定芬。李天水、王梨。张小惠、林小月、何金兰；洪静雯。柯正

旗、卢英基、黄绅胜、孙栋翔、傅光隆、赖挺安、倪荣庆、游培火、林光铭、陈常谚、

蔡西瓜、谢成工、宋中盛、潘月儿、王云河、苏夫云、刘权宏、蓝行子、邱吉豪、蓝

义勋；邱新武、罗贵庆、赖庆水；章胜南、余森皓、苏志阳。宋世力、吕元文、王平

民、高理汉、谢铭潭、张上丰、胡佑智、程钦华、郭义福、廖讷昌、苏乙根、田奂材。

郑月锦、钟万德、周秀女、彭平一、柯仁和、余敦修、孙好云、施一国、张秀安、金

文思、张利北、邱齐生。沈浩义、孙荣华、谢招容、沈顺水、郑煌铎、廖常寿、孙月

华、黄仁文、张宗忠、庄榴川、高勇政、宋海郎、陈维净。林惠源、洪芸云、汤娟春、

王芷韵、王雪佩、张佳言、郭娟仪、游珠凤、王馨美、杨珍秀、李秀池、张羿惠、蔡

明兰。卢洲琦、冯炳西、梁南崇、廖中意、丁必宏、程鑫铭、田圳舟、庄青菜、吕后

田、萧彬青、章晴沧、冯次旭、施建成、许文彬。李杏珠、胡木坤、冯治育、杜旭成、



陆勇坚、尤堃镇、江崇诚、谢孝廷、詹溪廷。魏生志、施帆良、张得喜。贺安宗、梁

青姿、陈洲祥、林秀淑、张婉贞、曾杏珠。李素彩、王华蓁、吴文碧。林阿侯、蔡根

炎、赖心婵、黄哲权、彭秀英、黄今成。金为崧、余名思、杨秀英、朱小莲、郭佩珠、

王婷素、林榕荣、施儒樵、许柚安、王戈柱、吴贵演、萧泉水、金姿英、施嘉花、陈

月蓉。金品彦、施政星、魏洹哲、章秀文、林凯博、钟至文。叶正教、廖阿味、许至

青、冯况昭、詹正英、林至勉、程雄祖、杜基良、徐光乔；罗永生、田如吉、程生安、

王月玉、施山月、张秀芬；林香华、何明珠、黄明叶、吴阿郎、张至阡、陈栋协、蔡

水章、纪景达、欧隆子、徐寸奇、郭青勇、苏隆传、郭真霖、周云月、钟小柔、郭秀

华、宋桃红、林小桥、吴贤志、萧成文、黄町南、曾子名、周诚夫、杜平洝、金春风、

施峰桂、黄月桃、石华瑜、许怡文、张佳松、郭育隆、余豪华、简秋玲、吕辛末、高

邦本、宋明炫、黄秀青、陆真华、戴淑怡、童贵珠、卢玲君、施清月。段海洲。黎国

荣。程有瑞、蓝贵满、金况满、欧一祥、张淑方、林至扬、张晨又、林之名、石吉铭、

冯洲临、吕洋洸。梁勋来、吕春泉、简一发、赖洋洺、贺坤奎、童风洋、陆昭侑、叶

阿铨、詹水坤、陈文珠、曾勇津、金沾津。罗志察、罗义诚、卓文亘；施全永、王儒

益、张靖澄、冯光泰、郭大锦、苏旺来。廖因典、梁至协、高志昌、余满和、冯业坤、

赖山元、陈荿城、财基堂、郭彬凉、陆森浚、冯贵涂、冯阿涂。罗昆廷。彭勤从、夏

悙惟、袁采接、连宇祖、杨均男、连忠南、葛柏郎、严华云、詹勋晟、纪宇钧、杨木

奎、詹坤宏、闵盛生、钟杰胜、戴统腊、丁海用、魏星仔、施裕诏、罗耀荣、苏坤华、

童革樵、卢民仁、黄明烈、贺敏荣、赖明成、余秀月、简文和、苏年和、魏坤吉、廖

一中。魏一富、贺诚耀、陆安明、石进全、吕明证、林光华、冯元丞、施安岳、余裕

铭；赖丰道、苏荣志、胡源万、宋益郎、余进元、简荣鸿、林旺郎、赖阿炸、许天助、



沈辰先、施义长、童相建、曾民家、郑一骏、赖梁栋、欧正树、田炎朌、马家豪；苏

佑利、宋助好、施宏男、程田和、陆坤宗、潘彦烈、周一政、张伟国、叶乎。周森裕、

程雄源、许守章、萧名伦、宋财到、许元木、詹元宏、吕成男、梁期忠、许松光、郑

太成、胡钦发、庄盛评、赖雄云、魏贤文、贺坚堃、孙密哲、王智源、林中正、冯至

合、丁司原、梁政淳、童名裕、叶招财、郑全居、任彰元、曾珀志、郭维全、胡吉均、

陈甫松、卢政泉、张光博。罗志察、罗义诚、卓文亘、施全永、王儒益、张靖澄、冯

光泰、郭大锦、苏旺来。田木村、郭杖良、黄炎颖、吕四郎、吴东海、简沛宏、林年

尾、李明忍、胡二味；王桥安。连逢发、林贵进、魏雄源、梁漳福、冯德辉、高正霖、

魏锦治、田光锦、胡宏弓、叶招鹤、张不弘、蔡立玄、刘阿琼、连静月、邱秀羿、许

宝家、廖天明、贾霖宇、项安胜、杨雄财、江一礼、郑富贵、徐澄荣。陈好昌、黄成

州、潘均年。林原钦、陈明远、黄正雄。庄明圣、陈正健、林光明。林嘉义、张家田、

林晓风、林香君、王彩霞、何香蓉。冯孝益、秦兴春、冯至传、量旺明、江准匡、吴

昱国。林国章、曾智海、卢至华、张胜正、冯正旭、贺志成、罗见田、黄光中、苏一

宇。李登山、陈东家、王赐明、林亿山、郑秀玲、陈美秀、陈一臻、何源杰、陈光阳、

江富加、冯和咨、颜安泉、田文仁、许正显、徐淟勋、罗发福、梁宪省、朱豪彰、江

文辉、罗奎国、谷年屏。吕中民、卢文弘、林安星，高一立、郑至洲、谢光宗、吴水

贵、林一松、沈秋生。程长一、冯上升、周元景、林正气、张旭雄、叶源福、梁光锋、

冯正仁、许博文、张裕能、林来善、梁名风、章加士、陆一正。林致名、宋福国、许

至弘、胡河雄、罗清满、毛全胜。童忠仁、吕化友、苏正庄、田至全、施同文、卢和

坤。梁有成、陈两径、赖至浩。乌山神叟、云霞天姥、天岩君、天后圣母、昊明神、

紫光夫人、星光夫人、珠光夫人、彩光夫人、玉光夫人、霞光夫人、冯昭融、冯江凤



微、冯章连、冯黄素芬、冯廷良、冯谢淑芳、冯巨光、冯杜香绢、冯兴鸿、冯吴青娟、

冯丰文、冯刘珊惠、冯仲光、冯田美媛、戴中守、戴孙蓉欣、戴英铭、戴郑倩芬、戴

伦宝、戴高虹仪、戴雄源、戴张蕙兰、戴生志、戴林珠珍、戴清明、戴陈莲娀、戴守

章、戴林凤红、蔡双柱、蔡许琴雅、蔡火平、蔡章雪瑶、蔡力名、蔡林君妹、蔡明洋、

蔡林霞琪、彭因典、彭林怡君、彭满和、彭江凤素、彭明河、彭白爱月、彭基堂、彭

黄绫萱、金铭清、廖宏泉、卢统泉、丁裕庆、庄铁一、余明三、萧宇坤、杜松太、蓝

由武、谢锦哲、钟光源、吕松末、林光洲、廖忠南、高沧桢、萧洵志、吕松炎、孙信

城、陆广昆、章郎棋、林发华、施贵进、赖阳雄、贺沧煌、许昭荣、许福勋、梁财国、

程梅章、连逢发、林贵进、魏雄源、梁漳福、冯德辉、高雨霖、吕镇宝、林心月、许

姿芬、彭凤兰、黄美桂、侯燕玉、姜绣楼、谢英宣、李月缎、林芸美、沈月佩、邱月

芬、王正远、吴芳天、程亿璋、卢调锋、黄素秀、谢宜筱、苏珠芸、李美珠、王淑育、

蔡京兰、张华秀、黄芹诗、杨明娥、郭燕惠、孙秀美、杨彩蓁、龙淑雯、陈秋筱、邱

仪圆、叶美淑、李花美、周美霞、蔡采云、赵英珍、朱莲筱、郭美佩、王婷素、郑婷

晴、郑莹花、石玲恩、陈沃龙、洪英风、郭缎月、李成胜、赖峰益、陈能财、郑国郎、

梁添胜、章通胜、王玉妤、吴凤媛、蔡敬蓉、陈杏月、杨玉琇、李彩春、洪婴春、蔡

满美、潘新业、蓝源番、施农福、郭图讷、施铭铨、洪婷春、王佳月、林惠燕、黄旻

丽、邱明凤、谢足蕊、邵心女、李心静、张玲铃、叶敬萦、黑龙王、万雪山姥姥、甲

子将军王文卿、甲戌将军展子江、甲申将军扈文长、甲午将军卫上卿、甲辰将军孟非

卿、甲寅将军明文章。黄正维、黄陈慧凤、黄英昌、黄李治慧、黄三早、黄简月华、

谢益龙、谢张贞珠、谢坤心、谢林月涵、谢清择、谢蓝玫春、苏良龙、苏郭婷珠、苏

达富、苏张素美、苏义祥、苏林玲足、李德镇、李陈秀满、李明民、李江月惠、李正



华、李郭玉汝、王章祥、王陈文萍、王进平、王林雅微、王平哖、王杨佩珠、蔡宗全、

蔡谢怡贞、蔡源漳、蔡张云秋、蔡人青、蔡吕秀凤、张雄秋、张樊英秀、张顺隆、张

黄兰佳、张源栋、张何凤佳、黄政泉、黄吴月红、黄治南、黄蔡诗杏、黄梁弓、黄郑

玲兰、杨本颖、杨陶扶芳、杨清一、杨蔡淑婷、杨益泷、杨王真宜、郭一夫、郭黄碧

足、郭敏寿、郭陈月琪、郭松柏、郭罗莲采、孙正常、孙林凤美、孙安彰、孙张静女、

孙英明、孙郑素云、杨兴君、杨颜婷仪、杨雁志、杨叶梅莹、杨文军、杨陈燕玫、龙

田讯、龙邱月儿、龙光泉、龙陈芳姿、龙守梧、龙陈昭秀、陈至火、陈张明珠、陈扬

池、陈叶秀月、陈民盛、陈吴玉琼、邱一长、邱林丽喜、邱豪举、邱张京丽、邱钦隆、

邱黄钗云、叶福全、叶许婂彩、叶析文、叶吴美怡、叶雄敬、叶邱淑秀、李顺福、李

许雪满、李光友、李郑莲雪、李汗锡、李黄均吟、周少成、周叶珠琼、周仁祥、周陈

月洁、周太鹤、周罗秀云、蔡平生、蔡林爱珠、蔡安华、蔡陈菊花、蔡一城、蔡许黄

紫、赵和松、赵姜枝静、赵介申、赵蔡慧淑、赵吉科、赵颜美菊、朱文霖、朱简芳媄、

朱忠祥、朱黄琴文、朱得印、朱陈惠真、郭一勇、郭金蓁美、郭田裕、郭曾琴贞、郭

弘信、郭林敬容、王聪权、王谢贵雯、王青满、王刘青美、王耕昆、王陈颖心、郑宏

成、郑杨秋燕、郑和坤、郑李美杏、郑强清、郑蔡颖玲、郑吉宏、郑张苑凤、郑霖昆、

郑林萍兰、郑和杉、郑王淑美、石佳奇、石方素京、石招明、石李淑雨、石祥勉、石

余心姿、陈富霖、陈邵茵静、陈政一、陈杨蓉碧、陈参堂、陈林淑美、洪羽飞、洪张

妹秀、洪森永、洪陈月菊、洪英郁、洪李蓉芊、郭百强、郭詹兰花、郭长南、郭江霞

满、郭根培、郭洪月春、李真来、李吴云梅、李通显、李黄秀静、李一焕、李林月惠；

冯益财、余国添、陆复雄、罗福赐、贺贤学、许泽民、毛生帆、陈珍珠、贺开荣、许

蕙如、许智华、孙文君、郭秀伦、廖财生、张五田、丁吉明、高安明、陈治祥；张正



易、郭繁仰、贺超隆、田立一、苏田居、庄来昌、吕明勇、许南料、郭侹颖、吕囼国、

蓝谅培、毛康清、丁光淞、黄理祥、章和杰、许文珠、程瑞琴、罗光义、余文荣、程

熊魁、郭文月、魏秀文、张檡泽；郭进文、梁月珠、萧一同、田芳南、陆南淞、施华

煊、龙君孟、宋仁财、孙袺德、连羿静、邱羿琼、林秀如；陈前珠、林春慧、吴云静、

吴水龙、郑民朋、李筱琴、黎一郎、金乙青、金吴瑄定、金郑思心；陆师君、吕孟明、

王杰原、余展恩、余翔达、陆霖天、郑光宗、欧幸忠、杨昌明、林杰泓、苏勇南、梁

春峰、施子宾、江男鸿、孙祥舜、庄喜宏、杜成武、赖海定、潘桐裕、宋名竹、周丰

良、林志永、林育柏、林雄杰、林和宗、林黄姿玲、林娥绣、沈淇添、金更发、童锦

生、杨青聪、吕东沛、蒋加光、施春月、黄素真、陈真雨。Q将。廖正义、罗荣瑶、钟

成研、金君便、高一大、吕人三、余山人、谢民生、杜光吉、冯平安。丁进喜。小波。

丁自诚、艾氏、孙氏、李晏庭、陈立娘。谢淇福、谢吴惜、周兆生、周林有。谢正孝、

张秀莲、曾淑慧。詹字连、余荣隆、郑思云。陈秋月；葛喜天、夏山台。林菊慧、陈

文莉、邵钰芳、王佩成、张妹文、黄玉美。江士务、马良才、周至才；曾平生、欧利

富、黎廷祖。沈文良、周明原、戴城郎；林山川、郑秀良、萧忠明、魏松长、贺祝堂、

梁莞堂、梁钗栋、林森安、宋发华、梁贵新、王源潭、蔡堂献、苏堂贵；张比水、黄

川水、林平生、宋杉曼、钟绿环、黄听霜、廖一花、庄天观、林芸美、沈琇佩、邱月

筱、王言花、吴招芳、黄素秀。宋生有、宋宏志、宋潘金娘、宋杷足、宋旺振、宋英

玫。孙言钦、戴明召、陈原雄。胡雄铨、宋快枰、许满胜。林水湄、张佳月、陈秀花。

苏佑利、陆坤宗、潘彦烈、周政能、张伟国、叶乎淼、孙永生、贺圳焜、王烘志、叶

光芳、梁通胜、程勋铭、吴登波、杜凡智；萧雄宁、余升钦、钟仲吉、吕魁勋。潘治

业、石阿钦、萧清水。潘麟铨、丁成育、庄助洲、曾荣木、田生羊、田河城、余河潭、



冯镇尾、冯成松、高茶郎、胡旭日、赖峰属、施铭贤、冯城财、陈正保、石信心、许

忠得、魏正雄。庄仁昭、魏久仁、郑志杰、魏泽凡、冯光南、黄昌贵、罗家庆、吴名

修、钟年得、谢到雄、苏源得、李阿德、丁荣科。詹和俊、郑光杰、陆津隆、沈中原、

詹彰瑶、马中正、苏宇治、詹光华、游柱文、詹水主；赖去昌、曾治勋、沈再合、胡

天文、黎杰复、詹智贵、罗平旦、陆本生、陈彩静、周恩凤、罗华琴、林张乔花、苏

子秀、陈玉淑、沈天良、谢来明。陈曾金慧、陈花亚、许媛杏、蔡橍真、蔡源正、黄

进全、林蔚棋。沈耀仁。刘亚麟、林建福、李雪臻、叶美满、吴美莲、曾英驹、黄名

谦、王秀屏。魏浓芬、魏伊凤、魏彩花。洪兰梅。廖玉娟、蔡佳莺、杜萱水、黄秀枝、

余增财、林治圣、杨成旗、孙正郎。李元木。王采秀、王禀干、吴林美婷、吴碧琴、

吴跳跳、邱权铭、杨英如。康东升、宋全应、童吉好、廖安年、洪英吟、张王春云、

沈琪盈、黄阿臻。毛平泉、施萦、黄秀卿、张美妹。郭信煌、郭成丙、郭琪梅、郭吴

惠枝、毛晴羽、毛意瑄、毛李杏子、毛松东。郑李三妹。郑雪花。郑均华。罗进民。

王源根、王良雄、王如幸、王姚凤玲、周泽光、周顺贤、周李美琼、周玉霞。张根庆、

涂哲洲、李俊弟、周安旗、孙绩顷、郭霖荣、吕荣华、韩富国、孙义福、朱景晨、魏

万波、邱建固、高佑时、吴广礼、陈荣庆、邱传龙。廖丽佩、蔡秀媛、邱芳贞、赵淑

瑄、苏嘉君、许庆翔、林能海、赵提松。江常鹤、林育仁。张丰滨；黄德雄、胡盛泰、

曾百乐。冯进端、潘德勋、谢一中、高文弘、卢民立、萧仲安、吕月之、余星辰、杜

圯雄、黄起宏、吕吉轩、陆光锋、赖调宏、金闵集、杜可财、高材弘、廖裕豊、张秀

亿。夙世之残灵：程弘孝、胡正津。蓝贤显、余元华、谢隆福、孙通隆、廖仲成、梁

仲佑、张盛莮、戴茶海、吕荀旺、吕春珠、赖辉训、钟政详、许和山、吴吉有、魏良

旺、吕能添、郭结源、叶机起、郭清真、蓝胜捷、周月华、贺香华、吴玮茶、廖招榕、



施万祯、高秀缎、童蔚兴、戴锦鹤、王淙水、施裕仁、黄珠华、庄水津、萧深松、林

城海。张一捷、周从华、贺铎钮、吴玮茶、廖招榕、施万祯、高謇缎、童蔚兴、戴锦

鹤、王水淙、施仁裕、黄隆华、庄水津、萧深松、林城海、冯灶波、庄铨兴、简子山、

赖中井、许元人、戴文日、周良山、卢川竹、丁仁安。詹国章、曾胜智、陆锋追、金

闵集、杜可田、高材弘、许坊正、冯宇旭、卢志成、苏村见、黄光悟、罗崎胜、廖裕

豊、张亿梁、蓝贤显、余元华、谢隆福、孙通隆、廖仲成、梁仲佑、张盛莮、戴茶海、

吕荀旺、吕明春、赖辉训、钟政详、许和山、吴吉有、魏良旺、吕能添、郭结源、叶

机起、程弘孝、胡捐津、郭清喆、冯清丈；叶三土、赖正宏。李金秋。黄嬿璘。苏金

佑、郭国崇、陈钦华、谢瑜雄、冯正义、冯彰苍、赖诚诠、林铭德。郭琮民、苏光朋、

金辛禄、叶禧恩、徐恭悦、王羿琼、谢招美。谢君。郑虎。华月。李美春、吴惠婷、

黄淑秀、赵明佩、杨春怡；蔡美千、黄秀纯、何凤玉、沈秀芬、张秀真、李婉秀、林

婷淑、钟佳凡。郑信复、林作合、黄旺义。吕明河、杜城轩、谢发翔、冯达苍、张霖

坤；卢铭晧、施贤廷、冯容和、杜展义、贺诚铼、高山坤、田吉州、廖志成；赖远铭、

魏辉树、萧选锦；郑星月、陈玲珍、张美佩、黄培森、赖宏奇、冯安佑、梁岑邦；叶

秋英、黄淑兰、张真嘉、李春凌、游如；宋城成、程力华、周宏家、吕正夫；廖成旺、

林芳澄、萧晤立、魏峰、郭一昌、叶松全、冯其性、林月珠、丁祥章、何家家。魏初

全、童政华、黎正国、邵一准、罗义德、陆期逢、黄少原、郑光昭、汤宏文。张天空、

林士仁、林甲弘。陈振喜、陈振辉。陈家雯。许全斛。毛智夫、萧一夫、张生亮、吴

正德、谢拱仁、许大卜。梁香钧、张又美；高成烟、许火启、王钲荣、吴铭墩。郑芳

秀、陈臻莹、王羿琼；陆正子、黄一中、陈友天。施宏青、辛栋源、蔡成模、陈辉成、

林礼村、魏杰杰、程正和、魏云树、庄阿宝。夏桂琴、施杏儿、夏凤怡。吴文韦、谢



山秋、韩育世。黄掌才、黄蔡凤、孙立人。蔡杰楷、李文锦、陈尧原、李明政、黄光

面、詹迪荣、罗修赖、林易威。魏慧芳、钱琴卿、吕娟霞、俞英萍、蔡雯惠、魏慧雪、

廖秀凤、贺珊如、张女枝、谢琴美、吕英娟、赵娥珠、施碧莲、罗淑真、梁丽琬、张

君珍、刘月春、施女春、林诗兰、陈秀春、郭芷莉、梁花芬、刘花如、魏娟兰、蔡珍

秀、钱妙枝、蔡玉莲、刘妹芳、谢美霞、苗燕宜、林月菊、叶华彰、黄绸凤、钱慧莲、

任莹璀、苗女秋、施美萍、魏珍绣、林芳芸、潘美珠、童秀真、钱卿珍、刘娟娥、余

秀仪、夏文枝、魏雪琪、余月婷、郭倩琴、王云绣、张如尹、曾梅妙、施铃珍、廖美

瑜、罗仪英、吴虹贞、谢妹香、李珠女、何真珠、周纯芳、刘茹彩、陈娟琪、吕琼琪、

俞妙玉、郭娇英、郭伶珠、梁兰慧、谢惠菁、张女萍、蔡芳佩、黄蓉绸、钱月英、吴

丽敏、廖地池、石佑宏、蔡廷成、萧正男、周和旺、林明河、金南星、廖一柱、魏义

万、金诠荣、温福诚、胡宾坤、潘庆练、郭赐贤、丁锡镀、施一赞、毛裕正、陆完宏、

周勇南、钟璋助、叶奉棋、高好伸、许灼英、余里招、梁全铚、贺劝鹤、陈其杰、苏

一喜。连山回、马乃治、郑天祥、钟光新、魏东郎、曾燕菊、林真雪、金惠素、杨珊

玉、陈妙真、郭月梅、曾君佩、何平席。林香华、何明珠；黄明叶、吴阿郎、张至阡、

陈栋协、蔡水章、纪景达、欧隆子、徐寸奇、郭青勇、苏隆传；郭真霖、周云月、钟

小柔、郭秀华、宋桃红、林小桥；吴贤志、萧成文、黄町南、曾子名、周诚夫；杜平

洝、金春风、施峰桂、黄月桃、石华瑜、许怡文、张佳松、郭育隆、余豪华、简秋玲、

吕辛末、高邦本、宋明炫、黄秀青、陆真华、戴淑怡、童贵珠、卢玲君、施清月。贺

升杰、孙松波。廖兴勤、张一炉、金雄文、田东国；孙清生、谢正勤、赖光煌、郭星

春、许柑技、郑瑞满；张逢利、叶宏名、宋光华；林政鹤、欧文吉、陈树兴、宋灿蕃、

沈一佐。郭集成、洪吉成、苏来好。许吉材、叶辰宗。许弘民、吕安伴、施杏明。许



良彦、魏一良。杜正松、武大由、吴阿葛、吴秀珠、吴上进、吴明宏。陈清富、黄荣

俊、许峰池、郭皓云、苏宏志、丁展鹏、徐鸿昭、张世威、罗兴强、张伟文、袁元鎙、

陈棋万、温勋煌、谢益进、黄连中、蔡耀宁。冯巨光、余吉良、葛文智、林诚雄、童

义吉、周同行。杜升杰、沈松青、钟一兴、陈连吉、陆玮、邱希望。江子招。林国光、

柯壬强、蔡理仁、谢治灯、章震人、梁民安。施春桂、罗玉娟、叶秀丽。魏中守、章

英铭、施伦宝。陈洲城、庄庭崇、吕清峰、冯裕进；吴霖秦、吴杰仕、宋商裕、蔡满

美、蓝淑霞、谢惠瑞、洪玲瑄；张忠旺、王昌明、吴东松、卢炎南、黄政召、张月霖；

冯忠晖、葛祥敏、苏源熙、廖贤兴、黄谦礼、苏串仁、庄太元、施正宗、邱明凤、谢

秀蕊、邵心女；贺章通、吕兴富、廖月女、石秀满；曾君佩、钟兰芬、郑星月；陆源

辉、冯光华、钟正立、梁光全、金利孝、蓝成彬、冯一灶、简良期、苏珠芸、李美珠、

黄芹诗、杨明娥、林郭燕惠；周隆雄、郭辉兴、张发丰、戴杛英、赖三川、周仁元、

冯文木、吕平夕、丁民生、田介全、萧字安、金助村。程富棉、施发隆、林阿米、白

传宗、梁忠森、石发麟；梁长政、周约添、连发开、石秀凤、萧草屏、胡云源、陆昌

河、梁顺建、陆村坑。梁铭保、高常人、张冠则、吕交铭、庄联宥、许中仁、石台民、

谢次成、杜南祥。萧宇坤、谢锦哲、钟月美、吕贵末、林水洲、廖忠南、周美芬、魏

眉雅、张秀琴、梁俐琴、钱娟碧、郭水莲、梁芳卿、魏玉兰。李招心、黄惠芳、许雅

惠、吴淑曼、曾敬婷、郭莹琴。潘大彪、任祥。赵显。叶统元、谢裕杰、林水源；叶

明星、萧一章、简光然。张盛阳、冯世来、杜杰洲；黄民炜、蓝贤兴、吴颢东。高毓

正、陈庆裕、郑坤桦、赖哲雄、王永豪、黄淳贵、刘福义、廖继坚、陈锻成、林铭荣、

廖希达、张耀豊、邱益昆、林明福、陈有山、洪中强、张伟进、郑山聪、张鹏才、陈

冠木、梁毓明、颜育辉、叶文霖、徐鸿能、张山华、王奇民、曹明信、苏冠豪、罗政



锦、张健富、黄贵吉、陈岳宇、康驹修、林顺飞、汪永川、刘邦文、王木郁、魏国钦、

柯清男、刘永振、陈启忠、郭冠泰、余云金、苏逸文、陈益邦、刘金树、陈保伯、张

银和、李和木、李章文、陈风峰、陈禾廷、赖青书、蔡永元、赖景翔、叶建棋、柯俞

伯、陈钧能、陈东光、吴家明、曾忠仁、李家才、何光明、陈加意、洪江明、林意双、

何明容、杨秀甜、宋达文、陈火顺、陈一芳、朱天旺、陈阿贵、李进财、何风伟、赖

永灿、陈景光、邓赛俊、庄进重、林蜂灿、庄进重、卢利秋、范肇民、游上荣、刘文

俊、李德云、许明生、张丽青、洪连吉、黄木村、洪荣章、李福健、庄雄鹏、郭元忠、

洪隆展、詹杰强、赖建兴、陈英华、廖竣亿、蔡成文、李贵英、张文跃、吴基溪、罗

闵双、罗育擎、沈成德、陈焜发、郑清字、郑与兴、黄宇新、苏乃荣、陈翰林、蔡佳

利、蔡其璋、林盈宏、柯淑华、黄忠元、刘志中、李国宗、吴建鸿、黄和吉、罗守和、

颜维德、赵清钰、刘宇辰、刘福荣、李国璋、柯志昌、黄宗佑、刘辰绪、陆学忠、林

学凡、苏正雄、谢文伟、谢其聪、周子胜、周品登、周宗岳、周仪君、周俊玮、李国

栋、李谷钟、李进财、李群英、邱渝轩、黄镜舫、洪亳村、林耀荣、吴文历、黄显名、

李国再、朱信吉、黄永泉、萧亿贤、韦隆和、赖宏明、张欲堂、陈勤峻、徐益差、曾

彩霞、张世幸、林峰盟、杨明华、郭炳煌、施国雄、刘治满、方朝瑞、白国动、林印

辛、洪武生、李国华、洪振尧、洪明贵、洪山河、庄毓河、陈树林、李明汉、王田宇、

李阿忠、黄致信、庄格凌、蓝浩滨、黄佩华、何彦仪、潘国尧、潘贵富、潘河山、李

清安、刘宗铭、吴松禹、许启龙、徐旺洲、林俊学、柯昌荣、刘胜灿、施乔江、刘和

佳、庄添丁、林玮欣、郭俊鋐、沈宗名、陈天明、陈明义、刘铭松、许启洲、林俊禹、

张清堂、高龙祥、简正国、卢志豪、温政进、郑添财、蒋绍志、刘平富、蔡永荣、孙

国荣、陈国诚、陈朝坤、张添银、颜荣昌、谢其氶、陈金俊、王贤信、刘传和、洪荣



健、黄赞斯、李国肇、洪健安、黄斯荣、李肇顺、陈信传、陈俊庆、陈育轩、赵承广、

赵明志、赵承广、杨文杰、杨奇玄、赖茂源、许金城、李锦贤、陈明沧、何国祥、徐

彦梁、李复伟、余忆榕、杨吴英、陈平洲、陈平佑、廖本益、刘文杞、彭克连、赖胜

城、谢凡新、林宥良、林俞廷、黄朝进、吴宛贞、蔡铭一、陈信贤、黄金信、王传定、

郑保和、陈俊桦、陈文庆、陈许春、陈义明、廖美宪、黄正华、黄阿昆、黄正恩、黄

正得、王雅雯、王薛玉、王金均、王姿言、郑崔加、郑永家、郑于轩、郑育民、张国

永、苏登财、张文俊、林桑若、王瀚军、蓝古文、黄朱叶、徐招镇、杜荣铭、张毓聪、

叶清晟、王忠孝、许家凯、张温凯、张文发、张涵育、张国俊、谢伟融、罗国雄、许

鎥灿、许泰易、施治雄、方瑞国、林助康、陈川良、柯维任、王荣毓、叶炳晟、李忠

凯、白炳融、洪世彦、高育开、吴进二、吴田河、吕名赐、杨原凯、黄俊桐、黄文雄、

黄正发、陈锦兴、陈旭其、陈祥浩、沈里柔、詹朋哲、谢宗章、颜育宏、王连荣、郑

坤禹、蔡源龙、叶乔伊、刘福戎、黄志远、李达光、刘政鑫、许书铭、杨清龙、刘霖

征、邱赐昀、郑晔塾、王祖训、曾清海、曾文德、曾文辉、林淙旺、廖胜奇、温国仁、

王凯毓、叶炳忠、林运升、罗国鸣、刘义雄、王明忠、许程渊、简士翔、陈添丁、吴

文筑、张仁真、王仁宏、吴阿雄、吴安、吴志坤、吴英豪、吴荣宗、吴建国、吴弘伟、

林连粟、谢宗正、林章全、颜城洋、韩育柳、黄正宏、王连进、林长荣、郑坤松、徐

义龙、叶乔宇、陈福荣、李达光、张清龙、刘宗霖、邱于吕、邱树赐、蔡孟昀、郑佳

峰、张德昌、邓任忠、刘金文、李世万、江长坤、范宝忠、余义龙、郑荣志、刘达光、

刘安宗、赖铭树、吴松结、钟禹镇、许吉令、李启河、杜水龙、刘杜换、张孔荣、张

毓峰、李聪辉、郑精华、叶清山、徐子仁、杨兴旺、杨丁洲、林俊男、陈荿男、黄仁

山、徐忠学、黄民荣、陈明贵、陈金溪、吴永晖、吴绍源、苏恒俞、黄忠良、钟治青、



林清汉、陈国岑、魏竹林、黄源庆、陈威弘、陈冈建、罗松旺、刘传源、黄金王、张

进丁、吴理、沈福辉、吴金聪、欧忠辉、刘华生、姜智华、杨志荣、廖隆国、吴文清、

林忠良、吴碇书、徐启兆、陈浩家、谢青云、方茂荣、苏居文、杨清严、陈俊宝、郭

青轩、杨荣庆、林文达、黄春江、黄玉梅、刘羿身、陈金城、洪一顺、梁禹详、林朝

传。李金发。卢统泉、丁裕庆、庄铁一。梁琴鸣、贺桂茹、吕桃卿、江水池、冯来田、

苏和旺、余炎炘、萧山重、卢时益。钟永坤、梁明博、程元士、郑青展、陆培三、邱

连仁、詹盛东、秦治目、钟导立。金萱佳、林玉蓉、林芬美。陈梅足、黄月贞、陈秀

微、郑月淑、邱小洁、徐秋雯。邓伟洲、黄光华、程一俊。林家桂、蔡月枝，洪秀珠。

顾一池、沈宏昌、徐俊国、杨海堂、邱光斗、章祥换、詹一栋、林然华、罗月云、梁

煌荣、陈至标、尤山锋、钟山岳。林志祥。徐贵全、陈涌泉、张学鸟、蓝佁成、章馨

麟、吕泰山、郑安甫、张昌郎、吕胜源、丁水流、程庆永、许绸珠、连英凤、白妙姗、

魏莹姿。张哲敏、张杨仪美、张生钦、张叶美雯、张义垟、张黄翊洁、张铭璋、张曾

真卿、张权见、张黄秀惠、张注今、张许以华、张右淳、张陈瑄凤。蔡级彬、蔡刘青

英、蔡怀春、蔡田意溪、詹忠芳、詹陶春霞、叶秋英、叶梁杏仁、冯伟祥、冯蔡芬玲、

蓝文化、蓝黄淑兰、施水永、施张真嘉。陈满年、林英桃。施平志、卢明南、冯政佳、

吕光伟、葛胜植、施华超。黄秀月、林贞淑、张香芳。赖信棋、郭百明、吕至魁。沈

华诚、许通智、罗名华、苏坚原、段光辉、张印光、刘名富、许家伟、丁喜安、吕正

捷、段嘉贤、温楷世、黄一涂、黄家村、林中清、徐保；黄庆地、吴堂男、杨中平、

江丞松、邱猜本、江海明、魏中立、邱一轻、郑桢山、郑容中、潘隆华、徐富昌、林

保佑、瑞荣岳、蔡安全、詹男宗、邱进田、杜东型、陈光隆、金旭男、罗光盛、吕得

成、高坚正、潘才瑞、蔡一鸿；章一圳、孙生明；蔡素美、蓝羿宜、王秀云、郑婂桂、



朱雅仪、陈采梅、蓝娟怡、陈虹汝、杜芬莹、田音月；林真云、朱眉绒、章樱玉、林

惠雯、康之星、蔡惠娇；苏裕城、萧坤才、康名岑、江一水、张戎非、张胜翔、胡沐

纺、田步华、田河勤、周青崇、曾健鸣、章顺力、赖竹哲、吕政子、段车淇、林发财、

郑中亨、张至唤、高云生、施正昌、田雄驹、高科塩、许清顺、苏易明、陈正中、叶

波传、江英和；孙枝虹、黄彩妹、黄雪娥、廖恩玉、田絮桂、田琴菁、潘贞花、郑秀

女；童毅达、吕时豪；高桐富、张耿胜、罗霖承、郑应俊、邱荣治、卢招霖、周福吉、

罗步隆、金中明、沈聪安、潘校政、黄三煜、许宪雄、施起明、谢宏华、蔡经辉、欧

远仕、毛正岑、丁长福、许忠伦、欧田得、江豪中、丁国进、简德权、林谋翔、张源

吉、廖好祥；胡顺升、郭波学、戴盛茂、张明月、邱雄举、梁致伸、吕安华、潘旼献、

卢武明、许荣晓、杨荣益、贺尧毓、潘寿信、洪庭华、潘冬吉、吕秀珠；周英伟、杜

绅杰、郑妥云、郑华来、吕禧良、蔡子清、洪谦杰、郑松撰、杜廷荫、潭湖雄、魏孟

安；任永郎、葛生财、宋文鹏、袁至生、梁秋铭、田阿成、杜一琮、高维忠、林全义；

黄亮素、程菊梅、刘辛秀、田欣凤、连英欣、刘香蓉、萧茹廷、毛娟兰、蓝惠仪、邱

美珍。张花琇、陈桂月。纪治炎、梁釟信、邱南彦、马有仁、郑正同、邱锦村、汤名

中、徐霖幸、徐烟庆。陈吕丽琴。万树泉、万陈香。宋旺明、金迤炭、余火伟。朱政

义。廖生长、张光庚、沈发寿、廖仁火、冯荣翰、廖炫溪、施荣翰、沈吉安、叶家勉；

黄月丽、王佳月、林惠燕；林一言、张淑花、张桂花。徐文火、左平本、梁光道、黄

永杰、任之俊、朱名国、谢有家、曾舀明、汤自民；张晨又、林进宏、林荣华、邱河

吉。黄双花。欧月梅、郑玉贵、蔡珍玉、周真惠、姚素嘉、邓云念。孙材民、邱泽兴、

邱华源、林秀锦、游翔成、黄清怀、徐民铎、尤桂英；詹四郎、杨车端、张英志、胡

英俊、徐杰吉、连正德、胡光铭、沈修元、田传刚、魏太原、钟壁坤、郑在家、徐摇



佑、朱一村、金淳祥；赖成桐、杜岳明、林珠秀。施国华、王福、施阿加。陈铭柱、

陈李蓉。叶小莲、吴月卿、薛阿秋。蔡卿仪、刘素秀、周英玉。田全俊、蓝文和、张

城森、王评源、戴原之、高元材；罗常通、吕扬森、陈华雄、庄道生、许运喜、郭养

福、冯毅堂、金祥稚。施彦生、张松炎、童一兴、周海光、吕川福、田名雄。周秀宜、

谢樱琴、薛宜珍。蓝邦谷、蓝香君、蓝心岳。陈忠明、曾旼东、钟建炎。施全新、冯

容雄、戴光炜、冯文源；梁美英、周贞娟、魏卿淑、陈进安。陆荿益、江敏期、梁裕

贤、尤二至、颜墩骏、蒋鸿元、谢文至、邱廷材、戴慧雯、林燕宴、邱雅臻、施姿嘉、

黄婷冰；朱好采、林仪文、苏碧淑、林秋娴、苏整来、邱溪水；吴月铃、郭淑珠、刘

洁珍、欧英雄、许义熺、古岳柏、张琼英。郑豪平、苏木明、邵城胜、洪宁文、余中

意、游理佑、钟致中、邱飞鸿；严阳平、林民光、郑山仑、苏文彰、葛勋龄、胡一雄、

周光山、钟成男。吴金珠、童唐龙秀、童贞谦、童方氏、童贞高、童洪氏、童贞规、

童夏氏、童贞海。童王氏、童贞陵、童贞万、童贞朋、童张氏、童王氏、童贞能、童

龙氏、童吉财。童曹氏、童余氏、徐林华、童吉源、童董水莲、童张氏、童吉文、童

吴氏、童世恩。童熊玉仙、童吉禄、童吴氏、童吉昌、童刘氏、童世平、童吉泰。吴

淑贞。童吉汉、童赵氏、童吉灿、童潘氏、童吉柱、童吉顺。李明谦。翁锦祥。张家

炎。林秀华。张香月、林助宏。张华铨、赖昌待、郑裕思、施宇二、政忠哲、葛雄政、

戴华平、罗生和、林昭评、贺德庆、吕柏柑、金纺泉、施安源、叶洽沛、魏炫海、赖

明牛、陈用坤、林南庆。蔡翁贬仔。施平志、卢明南、冯政佳、吕伟栽、葛胜植、施

华超、冯进端、潘德勋、林月贞、贺发华、杜正雄、黄起宏、吕阿吉。吴木寿、方木

生、方玉女。蔡申维、詹主方、戴忠昌、郭名昭；李凌春、游贻如、郑玉宁、刘宝伶、

吴喜妹、黄燕恒、黄芸京、陈淑妹。周庆龙、周连上。黄秀圆。童吉忠、童石千代、



童吉安、童海棠、林昭明、童吉盈、余忠诚、童吉黄、童吉洪。林秀月、蔡淑真、林

佳贞。萧辉勋、宋水池、张君均、葛廷村、张光全、赖名君。林宏杉、郭村坤、冯河

亮。金南春、萧昄相、高深清。贺璋权、梁绩贤、魏伦勋、廖翰兴、贺项议、赖銮宝、

王星梓、廖佑星、曾里秋、林香铃、魏美玉、刘莲珠。郭森阳、周雄云、钟彰荣、郭

祏诚、葛壤铭、郭强清、卢章森、石阳雄、梁彰云、萧铭贤、贺勋衡、张源快、张民

成、石名池。杨英斌、杨德兴、杨周月云。金惠素、杨珊玉、陈妙真；林心麟、许芬

姿、彭凤芬、黄桂美、侯玉燕、姜秀月、谢英宣、李月缎；王淑月、蔡玉兰、张华秀；

黄霓美、林桃玲、陈女惠、蔡娟美、吕珠洁、郑兰淑、潘珍仪、江淑纯；毛静筠、郭

兰蓉、蔡俐玲、林菁菁、郭卿兰、黄卿凤。林柏宗、张明桐、许胜元、胡子才、丁香

君、李国演。叶美淑、赵英珍、张玉云、吕忠政、田交吉、戴在斌。徐建中、梁二丘、

施成良、贺三登、张淳维、许谊政、李花美、周美霞、蔡采云。俞琴桂、任花丽、梁

月淑。张大中、葛在安、魏国佐。梁佑宗、萧明松、王瑞国、郑川中、贺平生、冯地

勤。萧修一、郭正居、苏和旺；吴权定、许夫立；卢国华、郭名常、萧鉴海、江山岳、

苏钦华、蓝松元、程光荣。郑春城、吕清昭、施铜勋、冯民生、杨宏村、蔡海昆、郑

杰智；黄麟水、许成来、戴名烈、金于里、苏苓英、林志远。张志强、古良一、詹平

木、庄明祥、彭至光、童飞仁。罗萍云、杨秀育、杨燕怡、陈英容、侯秀蓉。陈丽美、

蔡萍美、黄正锦。詹建宇、詹宏波、马干雄、金一盘、詹生溪、董泰郎。廖苇涛。萧

来和、冯旺昌、徐明松。谭世林；黄贵安、涂从文。熊明国；苟氏；李洪泰；谭远弟；

王明启；熊应国。叶雄献、林瑜壬、许生甲、卢安成、周宗松、萧芳南、吕春容、钟

峰庭、张霞淑、谢林瑞惠、洪瑄玲、詹兰姗。廖商统、林华荣、漳一鸣、简纯瑞、吕

端福、胡文凯、郭男和、宋明国、赖富田。苏文智、施勋伟、简创胜、庄一旺、冯南



后、毛国男。高规清、江明天、丁正亨。冯霖敏、苏耀昌、施一牧、梁子丹、林子吉、

罗柑洲。梁秀雄。林杰柱、郭隆详、苏青田。蔡富棉、蔡发隆、蔡监米。郭春婉、林

香美、郑芸琳。薛阿牛。林寿美；邱如湘。林一诚、黄铭璋、林洺弘。林小蕙。梁智

文、蓝伟华、杜宝志、林明文、罗君忠、叶安东、黄常行、周禄评、梁年隆、孟满彦、

郭洋嘉、邱一成、梁恩明。梁交忠、江权贤、段顺力、黄标来、萧泉福、曾一中。陈

至华；林重用。傅氏、周宝音、蔡土法、傅氏、蔡锡荣、张留音。葛家和、胡明杰、

吕哲佑、曾达诚、石讷学、周宪颖。郑秀珠。冯泉将、简奇沧、魏益德、贺中焕、田

昆清、章荣铭、萧燱昭、戴火原、孙财阳。赵文秀、江中明、赖学田、郭一升、胡正

成、沈家隆。黄期港、游琮盛、吕贵超。施玉沛、郭真玉、王秀妹。苏雄文、谢亮节、

潘胜成、戴与田、魏小霖、吴光润。黄芳玉、杨月伶、郭羿素、李树容、卢泓正、温

智纯、魏一寿、沈昭柱、段霖和。杜正观、潘记彰、段名风、陈秀凤、王佳涵、徐静

珠。萧培逸、蔡吉隆、陈闵国。薛华圣、苏仁义。罗宏强、梁光武、王一峰、高青英、

陈光明、郑一财。杨素贞、吴珠芸、柳秀静、林芳女、陈淑梅、王招娇；陈素惠、邱

英兰、张美凤、陈静玲、李淑敏、简玲娇、王美婷。卢正佑、曾兴立、高俊民、葛新

勋、魏棠源、赖成来、金一长、冯华柏、罗春国、谢华人；童光良、许义壤、吴光隆、

吕承宗、钟明昌、高山才；冯松恭、高发财。施成旺、许栢盛、潘常三、吕山帆、石

阿柱、冯桐串、吴牛年；童其树、冯霖亨、吕明杰；张璋宪、庄泽颖、钟来春、林春

旺、苏香月、葛发来、施财侑、赖澄霖；梁勋来、吕春泉、简发一、赖洋洺、贺坤奎、

童洋祥。刘凤华、萧仪兰、王琼明、黄秀嘉、林蕊贞、郭碧绣、刘燕欣；邱惠爱、冯

琼燕、詹娥春、李女惠、邱玲娴、林秀琴、吴春真、李美慧、曾春娟、罗美凤；侯淑

慧、杨芬凤、詹惠雅；谢宜筱、郑婷晴、蓝怡羿、王玉妤。蔡彬荣、陆广庆、杜光鑫、



欧向孟；田雄东、章崧森、徐雄源、张锋三、郑盛华、卢雄坤、连富煌、冯荣维、林

秀珍、张枝雅；章森雄、苏旗德、杨道潭、萧火炉；古桐棋、葛老戍、张一勇、詹秀

珠、汤正行、苏根虎、卢平明、林真花。张明宗、王庆永、林正元。施昭融、高廷州、

罗呈廷、简良升、吕棠铭、庄正仲。林李满妹。赖修平、高加郎、葛坤民、潘升安、

赖克名、陆苍昄、廖瑞平、蓝木俊、蓝升庆、赖孔跃、蔡光景、魏春分、周至明。谢

李金燕、陈建发。葛一景、孙田福、苏正德、冯贤锦、蓝一天、毛吉材、林明见、贺

正杰、张存田；陆旼尉、王裕源、梁祺庆、赖明珠、余来贤。林芳澄、苏中兴、黄通

信。 

 

旨到之日准予省亲假十日，收假之时径往该管单位报到，再行进修以期早日协助普化

收圆之圣务也。 

钦此 

钦哉勿忽，叩首谢恩。 

天运岁次 壬寅 年 三 月 初一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