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 主席九天玄女娘娘 登台 

聖示：今日恭接【證道懿旨】命本院福神十里外接駕，本院三太子元帥

五里外接駕，其餘神人排班候駕，不可失儀。可，吾退。 

無極瑤池欽差大臣 董雙成仙姑 降 

五言詩其一曰：考核今放榜。百千年一場。 

今朝蒙天恩。方知三寶香。 

其二曰：輪迴渺茫茫。循環太久長。 

今日蒙母恩。赦罪昇西方。 

聖示：今日頒佈證道考核，通過之證道懿旨，特降道場神人肅立，神人

不得失儀，懿旨開宣，神人接旨。 

欽 奉 

懿示：南瞻部洲台疆中邑天心佛道院，戊戌年秋季證道考核之全數通

過，合該頒敕證道懿旨，並頒布證道考核通過之果位之證道懿旨。旨道

之日生效，協助皇天收圓。 

歲次天運 戊戌 年 十 月 一十六 日 

 

果位晉升考核： 

慈愿菩薩、慈金丁菩薩、慈春尊者、慈蓋尊者、 

李黃揙初級菩薩。 



鐘煌扁、黃智永、林福狄。 

各晉升一級之果位 

 

證道考核： 

杜陳珠治證入極樂淨土珠治菩薩果位 

杜長興證入極樂淨土長興菩薩果位 

杜明光證入極樂淨土明光菩薩果位 

林信逸證入極樂淨土信逸菩薩果位 

李翔柏證入極樂淨土翔柏菩薩果位 

張學記證入極樂淨土學記菩薩果位 

柯孝富證入極樂淨土孝富菩薩果位 

姚藝華證入極樂淨土藝華菩薩果位 

賴健河證入極樂淨土健河菩薩果位 

林德旋證入極樂淨土德旋菩薩果位 

陳男瑞證入極樂淨土男瑞菩薩果位 

王宗武證入極樂淨土宗武菩薩果位 

賴許妙琴證入極樂淨土妙琴菩薩果位 

林葉秀秀證入極樂淨土秀秀菩薩果位 

陳黃琴雪證入極樂淨土琴雪菩薩果位 

王蘇淑梅證入極樂淨土淑梅菩薩果位 

林嘉洵證入極樂淨土嘉洵菩薩果位 



曾仁鴻證入極樂淨土仁鴻菩薩果位 

林雅嬌證入極樂淨土雅嬌菩薩果位 

郭鍵文證入極樂淨土鍵文菩薩果位 

王成喜證入極樂淨土成喜菩薩果位 

王又茂證入極樂淨土又茂菩薩果位 

王張花瑩證入極樂淨土花瑩菩薩果位 

謝陳嫌證入極樂淨土正嫌菩薩果位 

謝柳有證入極樂淨土柳有菩薩果位 

孫鑫證入極樂淨土正鑫菩薩果位 

孫閎明證入極樂淨土閎明菩薩果位 

孫劉秀蕙證入極樂淨土秀蕙菩薩果位 

孫為洋證入極樂淨土為洋菩薩果位 

謝益雄證入極樂淨土益雄菩薩果位 

謝忠卜證入極樂淨土忠卜菩薩果位 

謝元震證入極樂淨土元震菩薩果位 

謝麟昌證入極樂淨土麟昌菩薩果位 

謝欽良證入極樂淨土欽良菩薩果位 

謝振源證入極樂淨土振源菩薩果位 

謝芙蓉證入極樂淨土芙蓉菩薩果位 

謝美玉證入極樂淨土美玉菩薩果位 

謝馨如證入極樂淨土馨如菩薩果位 



謝成顥證入極樂淨土成顥菩薩果位 

謝行筌證入極樂淨土行筌菩薩果位 

謝天斌證入極樂淨土天斌菩薩果位 

謝鎮聰證入極樂淨土鎮聰菩薩果位 

謝輪金證入極樂淨土輪金菩薩果位 

謝宗春證入極樂淨土宗春菩薩果位 

謝麒獻證入極樂淨土麒獻菩薩果位 

姚藝華證入極樂淨土藝華菩薩果位 

洪許珠玉證入極樂淨土珠玉菩薩果位 

林沂容證入極樂淨土沂容菩薩果位 

楊潘龍證入極樂淨土潘龍菩薩果位 

鍾金連證入極樂淨土金連菩薩果位 

汪勝妹證入極樂淨土勝妹菩薩果位 

鍾芳霞證入極樂淨土芳霞菩薩果位 

 

證入觀音淨土羅漢果位： 

盧崇俊、王霆豐、羅致權、王永信、陳伯明。 

薛俊修、薛賴秋枝、吳侑風、吳王怡蘭。白永傳、賴美鈴、

鄭秀惠、楊如鳳、郭筱香、杜禹長、鄭銘進、陳進成、劉邦

順、郭城義、廖勻文、古仁隆、陳聲玄、林芳娥、鄭蘭秀、

陳南峰、林文泉、楊明滄、潘宇勳。 



詹進福。白炎墩。王玉芹、宋靜香、黃翠華。邱長濱、 

邱廷先、邱陳月珠。王玉嫻、宋翠珍、黃靜華。 

黃銘慶、賴煌元、葉謙福、廖書賢、蔡琿生、陳宜憲、 

鄭見文、謝榮建。陳興龍、林輝政、林齊政、高雄新。 

阮文二、阮文乘、曾李月嬌、曾興旺。 

廖億豪、廖樊珠金、廖如微、廖玲珍、廖培彥。 

陳民雄、蘇達全、陸聰士，羅建城、李益忠。 

陳文澤、劉銘得、李光迪。邱長源、邱廷先、邱林玉貞。 

蕭震崑、蕭廷憲、蕭丞緒、蕭賴芬蘭、蕭姿芳；高樹民、 

郭壬雄、蘇銓達、陸恩聰、郭義勝。李仲坤、康全毅、 

莊瑋哲。田常仁、陳吉權、莊承泓。黃信宇、古鋒忠、 

楊堯嘉。 

林承澤、阮永海、洪嘉盛、許宏松、施俊輝、謝厚裕、涂柏

騰、黃達佑。 

陳展福、江君瑛、顏秀貞。 

陳玉卿、郭鳳凰、蔡敏燕、郭素秋。 

楊育家、蔡綸雄、阮華勝。 

白湧文、侯博志、吳群昂、許成恩、許真萱。 

張邱救。 

陳煌勳、孫德智、林孟明、陳益毅、洪雲彰、潘品昇。 

蔡福廣、謝義佑、許洲天、林天文、楊福州、曾子平、 



趙助端。 

李正顯、羅銘城、潘弓平、吳和璋。 

李晉宏、葉豪德、徐煌麟、陳偉勇。 

黃燕慧、高慧靜、陳長英。徐月珠。 

薛秀萍、鄭慶秋、鍾蔡莉雯。 

趙忠裕、陳凱麟、王發樑、楊勝州、何海杰、白湧文、侯博

志、吳群昂、徐鴻松、張得弘、陳金女思、陳美樺。 

游杏喜、薛娥婷、鄭涵臻、林艷玉、朱汝仙、朱盛利、顏麗

鈴、陳蘭勤、白碧芝、丁振晃、李容華、林源文、余新文、

劉政仕、邱柏永、邱仕敬、曾堂濟、張益志、林金偉。 

王銘洲、鍾政哲、溫翊邦。 

洪正忠、洪坤源、洪陳育雪。 

崔真實、鄭多彬。 

陳吉裕、陳銀雄、林茂盟、朱仁生、陳志澄、陳宇海。 

 

證入觀音淨土尊者果位： 

楊文勛、陳華珠、郭黃五妹、顏成憲、黃智昌、林永世。 

張又偉、李天遠、謝松生、康介名、葉山富。 

歐銘彰、黃權蒼、林財聯、吳梓璋、黃誠輝。周惠芬。 

張秀英、葉雅姿、王鳳妹。羅立長、張才世、郭秦文、 

蕭正海、蕭銘大、李城冠、周吉霆、 廖念發。 



謝照其、劉懷揚、陳富榮、黃祥奇、林遠博、蘇東際、許銘

財、陳熙標、戴峰信。 

簡陳桃、簡義男、簡月菊、簡宗智、簡慶炎、簡秀錦、 

簡瑞卿、簡濺、簡蔡鳳、簡樹頭、簡蕭絨、簡楓、簡免。 

林楊秀惠、林忠海、林淑秋。 

田予強、莊承斌、許梓城、丁宕仁、黃委吉、傅勝成、鄭五

郎、羅明權、彭德山；廖一遠、楊君維、陳前得、游財良、

謝炎光、陳人森、楊華國、吳郎讚。 

廖俊豪、廖林金銀、廖如珠、廖勤珍、廖培彥、廖水河、廖

治保、廖冠田、廖潮仁。 

林童明、陳俊澄、王士鄉。杜文同、薛勝煌。 

賴宏忠、賴吳巧華。蕭無品、朱自清。 

張勤繼、張邱淑貞、張建賓。林親殿、林玉輝。 

陳霖達、盧清富、林融豪。 

蕭易憲、蕭丞劍、蕭林玉滿、蕭權崑、蕭賴美蘭。 

毛業發、李松旭、丁昌中、黃俊賓、洪玉珠。 

朱竹山、黃良毅、徐昱孝、張志弘、郭松治、林炎豪。 

郭增軍、黃照裕、杜松男、呂宗泉、黃忠漢、丁文清、 

李文昌、戴森裕。王邑霖、吳懷旭、陳榮司；黃華邱、 

鄭絨正、黃風盛、趙俊能。 

蔡朝維、鄭烔陽、黃森福、羅茂端、張癸基、陳仁盛、 



游家濤、謝松銘、賴克經、呂靖銘、劉助慶、蕭榮湖。 

蘇陳雅菊、蘇瓊玲、蘇耀財、蘇許淑真、蘇添丁。 

施淑真、蔡蘭佩、陳彩姿、李何如嬌。陳彩蘭、李如意； 

黃坤鑫、陳立鑫、謝政明。黃發福、洪峰良、林仁池、 

徐煌麟、侯鑫群、吳志博、吳昂寧、李松育、陳財宗。 

林博信、葉駿展；謝都敏、吳志明、林侑孟。 

田仁吉、莊承成、許梓權；陳鎮易、陳黃麗晴、陳眉菊。 

楊生維、吳進多、王三堯、吳益欽、陳任德、何群為、 

陳攻圭、吳文為、陳建明、林美華、劉李素潔、吳足靜、 

陳蘭淑、郭婷蕙、劉妹永、周文貞。 

董源閔、蕭弘裕、鄭建文、徐陽士、王健瑋、方昇傑、 

林杰昇、劉佳瑋、朱森承、黃勻盛、黃賢達、黃利基、 

陳智鴻、夏耀隆。邱翔盟、黃達瑞、王永豪。 

陳志吉、樊台英、羅冠豪、鍾原翊、陳忠文、陳治堂、 

張河彬、姜景全、陳建鷹、張亞義、謝正霖、薛輝煌、 

王輝宥、陳霖明、陳超益、黃立伯、胡易全、黃欽禪、 

張禮峰、陳慶進、張弘毅、陳明貽、杜央維、梁為有、 

劉析澤、蕭易完、李義州、許艙忠。 

丁文福、許依馨、羅啟創、羅雅蘭、羅簡玉庭、 

羅成鷹、李佳音、謝秀霞、林澄志、林榮鑫、林吳月霞。 

洪瑋炳、陳乾雄、林哲皇、黃來聰、張銀德、楊榮哲。 



鐘辰達、張星輝、莊川生、許湳華、楊寶耀、徐錩德。 

傳振道、蕭國棟、蘇炳乾、呂吟蘭、鄭銀潔、謝雅菊、 

侯美嬌、李春惠、梁君翎、呂秀卿、楊蕎絲、張蘭瑩、 

黃梅秀、郭蕙蘭。蘇夫權、蘇發進、蘇連登、蘇明達、 

蘇美蘭、蘇綉鳳、蘇雪珠、蘇吳淑雅、蘇能尉、蘇陳香妹、

蘇德文、蘇明金、蘇興霖、蘇定堯、蘇政華、蘇立紹、 

蘇慶來、蘇家益、蘇家吉、蘇超盛、蘇水興、蘇永哲、 

蘇麒州、蘇凱益。 

林宏鴻、林榮川、林明順、林添龍、林漢源、林詹錦、 

林彥時、林裕仁、林忠福、林芳裕、林豐宇、林郁洵、 

林景智、林輝賢、林枝月、林加正、林高寧、林阿名、 

林煥興、林明順、林芹花、林罕君、林嘉華、林盟介、 

林清玩、林治禎；郭林玉仙、劉真珠、丁魏怡香、丁財龍、

胡徐三妹、胡啟聖、馬國堂、馬陳月珠、徐國榮、徐郭罔腰、

盧培修、盧劉美嬌；吳偉育、蘇偉祐、郭清岳、陳浩杰、 

蘇英深、黃宏奎。 

方嘉宏、林俊弘、許鴻慶、沈銘亞、曾凱朝、藍宏新、 

潘承子、呂忠元、張立道、叢俊威、林杜瑞、吳明子、 

董良千、李間明、張明弘、林明德、陳明禮、張宜松、 

游松明、金標明、金俊人、賴鄉賢、郭全期、呂圳口、 

陳忠明、陳松傑、廖正雄、林城文、葉勇志、黃仁文、 



林豪貴、陳宗農、黃星旭、陳源得、魏賢通、許昱啟、 

蕭吉義、黃貴華、林崧振、雄又馮、蔡豪武、詹子順、 

李明豐、陳添郁、黃文承、吳芳汝、吳貞淑、吳素君、 

唐廷秀、林美君、吳瑜智、許柳雲、朱詩碧、張安翠、 

邱阿琪、于靜碧、林賢國、李豐至、徐茂秋、徐正俊、 

王文至、葉褔達、潘瑋家、陳瑞賢、張錫千、葉宗華、 

孫生允、江利福、黃坤吾、潘容卜、許興偉、王元源、 

魏仁和、張藻文、張世獄；張俊澤、賴山恩、許民伯、 

陳文晃、林麟竹、黃泉明、石洲合、陸聰士。 

潘旭巨、陳昇輝、胡詠華、詹豪決、俞文宏、林源龍、 

陳輪照、潘宏彬、李明城、陳坤耀、蔡智寶、謝垂元、 

金玉貞、李枝炎、王鶯思、李整麗、李芬花、謝永秋、 

林金岳、林文傳、徐國宏、王茂盈、葉毓成、陳萬興、 

吳政至、陳士滌、羅友文、劉池豪、吳清賢、吳國進、 

蘇安爵、郭約駿、方國宏、黃俊家、陳臥建、黃銘敬、 

何義文、陳照泉、葉挺哲、林輝宜、陳賢中、金王良、 

許南段、丁興強、丁桂英、丁張素月、丁王玉珠、丁蘇怡丰、

丁士樺、丁志上、丁家榮、丁鉉文、丁裕明、丁碩賢、丁朝

元、丁吉傳、洪家嘉、洪倫俊、洪源英、洪宏毅、洪崧元、

洪家源、洪璽宜、洪綺嫻、洪孫媛珠、洪懿蕙、洪李愛仁、

洪貞婉、洪汝惠、洪貞香、洪秋枝、洪秋波；許祥仁、黃孟



雄、金水明、陳在元、曾發生、涂治期、徐羿雄、林在櫪、

田興本、陳生得、莊良中、黃安發、林信守、高力再、張未

傳、呂盡坤、陳京山。 

張爵華、黃榕昌、林瑞茂、賴民盛、林新敬、王朝傑、 

張香蘭。吳國堂、吳珍珠、吳培彥；陳啟仁、黃山權、 

王建明、黃信俊、柯金雍、丁志勳、徐保德、陳宏華、 

蘇炎安、王定艦、田麗雲、鄭美凌、蘇秀雯、古妙娥、 

張珠月、林秋仙。 

董添博、蔣憲光、羅擎村、蕭興仁、蔡真妹、蔡玉梅、 

薛春燕、劉惠卿、蔡菊霞、徐坤任。 

孫承添、許裕吉、劉禹良、賴吉弘、陳福隆、蔡鴻迪、 

林樹田、郭協蒼、鐘昌泰。 

方森嘉、劉威民、林俊榮、潘志福、童盛春、陳春仙、 

陳柔婷、陳梅婷、陳麗琴、張櫻卿、潘珠雀、鍾儀惠。 

郭煌學、張源生、吳賓詮；胡元輝、張平郎、黃昌全、 

張棋安、林傑順、陳為基。 

蕭國憲、蕭易劍、蕭林滿足、蕭丞堅、蕭美蘭；何志賓、 

何林玉鳳、何如霞、何欣霆、何國彬。 

林子華、賴政融、呂南福、呂禮晏、洪勳鮮、吳賀富、  

涂松文、葉南山、陳陽豪、呂燦福、劉山全、劉和運。 

鄭高誠、鄭明銘、陳止輝、戴山賢、羅華皓、魏木璋、 



歐槓治、張成進。 

徐禾治、徐宇海、徐平國、徐信艙、徐達群、徐原德、徐勳

勇、徐蔡鳳容、徐張紅美、徐春蘭、徐梅淑、徐竹容、徐君

梅、徐惠綢、徐黃美雪、徐萬傑、徐漢欽。 

張秋和、陳民雄。游春仙、陳春梅、許杏婷、鄭仙臻、 

林秀艷。田仁成、莊承吉、許梓翔、余景忠、徐來權、 

徐益盛。邱廷先、邱一平、邱張佩貞、邱正原。 

黃銘健、黃陳菊淑、黃羿姿。 

江舜樹、陳吉本、邱圭安、陳旭典、洪行位、蔡東洋、 

鮑明川、謝仁平、莊真雪、王貴文、鍾弘正、徐慧伶、 

郭月容、陳文慈、陳蘇梅霞、蔡劉恬月、洪秋香、梁州華、

吳冠于、王嘉剛、林慶雄、楊添男、徐俊州、陳祥烈、 

陳武智、吳松財、黃正璋、陳冠賢、鍾峻河、姜彬易、 

黃右鷹、謝霖才、王宥哲、羅欽麒、張毅艙、丁振邦、 

謝源翔、鄭易鵬、楊鎮群、陳安達、林駿剛、張斌明、 

丁泉鎮、歐銘萬、黃聯蒼、林財權、吳璋輝、 張梓輝、 

游平誠、李靜足、張娟妃、田芬音、施見邦。 

林艷君、蘇玉梅、朱汝貞、黃仙婷。 

陳順振、丁維輝、黃肇圭、郭海忠、蘇波志、丁強裕、 

鄭仲名、蔡宏育、賴弘文、賴川隆、羅效益、何秋麟、 

賴南義、丁橋泉、洪男才、劉松國、林火生、吳萬和、 



林星源、杜欽獅、廖成蠻、潭翰元、謝安清、石爵文、 

許傳厚、林旺伯、朱蕃誠、陳來璋、蔡福裕、李有禮、 

楊德有、林銀慶、孫祥榮、陳晟奇、林源昌、郭義郎； 

朱毅弘、郭豪仁、李艦生、黃全哲。 

周毅木、張毅彥、尹博學、尹順廷、王任生、陳森林、 

楊中國、吳易郎。 

林昂博、黃信展、葉獻駿、羅義檠；李明群、陳豪義。 

何志賓、何林玉鳳、何如霞、何欣霆、何國彬。 

鄭國仁、王惠娟、蘇瓊芳、古騏褒、陳楓全、張基耀。 

林誠冠、蘇慧鈴、陳慈宇。林鵬標、林年元、林黃秀梅。 

黃國傑、蔡豪朝、陳振宇。 

許雅芹。謝育永、張隆壹、林弄孟、林平益、簡進明、黃廉

任、陳銘叡、邱嘉宏、吳亞清、馬證文、李發榮、林凱郁、

謝榮鴻、陳于承、簡博雄、謝澄義、陳秀淑、羅美萍、張妹

佩、陳女雯、周素真、馬媛享、劉萱艷、陳菁亞、陳敏素。 

洪秋柏、梁州情、林永華、吳展冠、薛于國、王旭嘉。 

謝堅序、謝川民、謝維成、謝孟育、謝吉秋、謝梁珠妹、謝

羅春子、謝月雲、郭香鈴、郭林秋蓮、郭文霖、郭智岳、郭

堂宗、郭鈞德、郭育富、郭博浩、郭莊秀卿、周水生、周李

慧瑩、周春梅；楊祥基、賀宗杰、徐昌享、黃桂雲、羅雅貞。

姜銅揚、王瑞寶、蔡福明、黃元洲、陳銓虎、林修育。 



吳原在、吳建和、王地杞、張原興、孫良波、田勇中、張佑

明、王泰池、黃益山、石展根、洪其武、程志助、江旭育、

許智君、袁政哲、黃柱掙、張勇瑜、陳修奇、章清郎、古耀

賢、張麟暉、蔡揚南、張吉光、陳哲通、康益申、郭民堂、

姜長爵、魏生超、李再吉、鶴足保、黃文章、李德遠。 

蘇春蓉、蔡秀珍、高麗菁、蔡依嬌、林雲琴、李碧紅、許喜

芳、曾佳純。 

趙聯瑞、楊旭賓、劉魁德、朱竹伯、黃誠佑、徐揚毅、王昱

運、朱浩孝、張凡隆、蘇財忠、張弘易、郭松治、黃炎煌、

朱標豪、謝更興、羅昆彦、洪勝炳、郭乾海。 

郭鶴鎮、黃繼墩、魏懿駿、李翔榮、蘇寶坤、李光賢、林忠

遠、黃鑣福、劉顯銘、丁喬天、李宏耀、李寶廉、陳祥偉、

江喬華、吳宗平、徐允麟、龍民輝、許逸和、吳松瑞、胡中

文、許建權、陳舜駿、何盛輝、劉坤桐、陳金源、劉錫坤、

黃源宸、陳朋、張民利、曾權明、李展振、陳東超、林思堅、

許海峰、陳堂強、余祥崧、魏標松、林政輝、蔡易麟、許讚

賓、方泉宸、林生明、方瑋模、傅池國、張瑩霜、梁鳳珠、

李得庭、林雲洲。 

吳川華、翁偉榮、郭文瑞、鄭昱興、陳旗燦、林鎮杰、郭池

鎮、廖吉國、吳永旭、丁瀚豐、葉紀英、陳仁男、黃南柱、

王富元、陸克煌、蔡維銘、蔡壽正、黃誌俊、梁亦剛。 



邱煜翔、陳庭滔、葉仕盟、黃達雄、丁文樹、葉恩瑞、王文

永、謝瑞聰、林明發、陳同村、陳義松、謝萬俊、丁糖翰、

李佑寶、陳英來、林順井、陳吉豪、廖志輝、廖展合、張松、

張績松。陳修松、林忠謙、許樹燦、楊瑞平、黃端森、蔡德

生、丁水龍、蔡秋彩、劉娟芬、陳春雪、蔡名滿、吳英佳、

賴月芝、黃佳燕、李卿文、陳雅艾、丁怡華、李美滿。 

廖佳耀、張偉民、張欣穆、劉賢得、潘證益、蕭紹元、廖毓

騏、黃英軒、郭璘正、呂仕嘉、陳寶馥、王禮德、潘學聖、

趙權駿、葉旭孟、羅正擎。 

陳華立、陳汶廷、林召益、林吉峰、梁萬豪、陳彰雄、金昌

火、吳偉生、薛喜和、康祥為、林庭虎、謝淞名、黃英榮、

許成振、洪坎均、王發富、張和木、李木基、林維峰、 

洪柏緯、林仁宇、魏城嘉、胡吉瑋、李國吉、劉有保、 

涂成弘、陳年一、陳堂伯、楊信木、黃益宇、周姜泰、 

孔明立、陳文璋、陳有喆、金升發、周建貿、劉生主、 

鄭福賓、劉台祥、翁石皓、張賢平、林翎源、金益廷、 

李泉國、林家明、沈世志、張文昭、許桶泉、李輝中、 

樊榮冠、劉坤鮮、羅坤杰、蔡聲萬、呂昭廷、許能智、 

徐培堯、呂興弘、薛中泉、張明建。 

林容木、林介文、薛壽乃、程立生、蔡顯瑞、陳潭城、 

王霖和、金翔健、趙川松、林杰軒、蔡毅明、林運男、 



黃通欽、謝雄晨、陳榮存、王建瑞、林健益、林國基、 

王生雄、廖欽回、李義偉、金進志、林諭木、石思華、 

林啟明、金有添。謝進欽、黃培嘉、黃治峰、蔡宏賢、 

廖榮治、王基志、劉維文、鄭瑞邦、賴貴品、陳霖柏、 

李立維、釋生瑞、林健旺、王有寶、李永國、楊政立、 

康維展、黃瑞富、邱乙彥、游志有、曾昆禹、方貴忠、 

陳輝永、林仕甫。 

黃昭勤、郭豪富、蔡界禹、葉霖昆、謝樹汶、王訥勇、 

黃迪樹、林雄永、田士紹、黃明達、吳宏生、王貴龍、 

李鑫生、簡韓勇、曾志云、金威文、許任哲、高欽誠、 

王仁柏、楊霖御、郭紹家、謝林展、廖彥樺、程儒柏、 

蔡錫仁、鄭樹明、劉新禾。 

李明和、王竹敬、康大振、李憲裕、陳能生、黃志謙、吳侑

逸、林全政、林雄華、陳章景、陳英源、林明進、張金德、

黃和志、陳進子、邱金輝、魏寶光、陳原冠、彭傳天、葉和

然、劉明仁、蘇國富、黃憲槓、王峰建、羅呈目、吳賢目、

蔡豪揚、陳福元、李永浮、呂忠文、潘明維、簡榮洋、廖繁

豪、洪超義、陳祥振、林俊融。 

王哲邦、鍾河政、溫翊洲、林德哲、鄭日銘、黃山順、陳金

元、劉本艦、劉水火、侯平旭、江佑哲、鄭島偉、連賜榮、

李裕元、郭榮晃、謝榮昌。 



趙源德、陳廷雄、洪松宏、陳溪基、黃偉諭、黃添財、李興

恩、王叡漢；何春志、何劉玉婷、何真如、何文欣、何明彬、

曹恩豐、林丞雄、趙榮生、林永廷、陳厚慶、蔡修瑋、葉應

裕、黃盛豪、張勝鴻、鄭育台、朱霖杰、沈繼易、林明吉、

黃紀祥、張永尚、石洲閔、林正合、李立駿、趙易峻、謝昭

禧、李帆志、龍欽本、陳英章。 

蔡旭治、丁慶庭、郭壽淳、莊維瑞 

許澤福、方仲群、陳恩富、吳維智、洪聖祺、蘇志圳。 

陳登燦、張獅福、林波元、黃逵京。 

郭合百、黃月卿、賴琇瑩、許琇詩、陳楓鳳、李珍文。 

李文發、林侑坤、劉宙昭、黃偉光、陳玉如、高嘉惠。 

陳阿春、余阿靜、李山清、陳聰由、王閔成、林維懷、侯子

融、張懷支、陳彥偉、周國良、呂榮中、柯中明、 陳忠添、

劉吉豐、楊貞庭、劉秀蘭。 

周妤鳳、劉麗月、吳春秀、陳宜霞。 

賴森茂、黃貴斌、陳軒騰、熊樑豐、戴鴻志、蔡星群。 

謝麟武、許育龍、賴旭文、張蒼蓉、何琳素、楊宣玲。 

葉俊財、賴萬橋、沈華元、許堂培、石崙本、曹艦材、黃梧

吉、曾弘鑫、鐘聰進。 

林安乾、蕭宗譯、宋俊虎、連茂亮、林正欽、陳閔發、林豐

昇、蘇樂輝、王政夫、施茂州、黃民爵、黃堯英、游志坤、



羅銘吉、顏原隆、呂傑龍。 

胡盛拋、范賢中、何涼光、李開坤、鄭寰水、戴財誌、周長

炮、簡發郎、段宏城、李誠祥、賀足通、黃文章、李德遠、

薛見梓、楊齡富、林勝憲、李萬良、蔡宇燦。 

陳名凱、林八揚、許模墩、黃興標、陳釣壽、蔡光長、郭增

晉、許成智、馮吉展、黃祥主、黃生坤、吳祥晤、黃光海、

張立俊、林龍共、鄭嘉告、王功永、陳言祐、魏儒勳、田英

足。 

侯峰吉、張吉光、陳哲本、康益吝、金民光、姜長爵、魏生

超、王根池、黃良興、石山益、洪展才、李再吉。 

蔡通賢、林名池、龍昌滿、許柏吉、羅輝盛、高發修、黃徽

政、劉廷名、李彪仕、賴屏同、梁振璋、吳賢佳、趙同佳、

田儒吉、黃榮成。 

蔡通賢、林名池、龍昌滿、許柏吉、羅輝盛、高發修、黃徽

政、劉廷名、李彪仕、賴屏同、梁振璋、吳賢佳、趙同佳、

田儒吉、黃榮成。 

陳原同、薛烈壽、方正耀、林家生、鐘和全、林谷長、黃誌

漢、高興隆、黃光煌、林吉振、唐來東、劉宏吉、杜文頓、

薛名仁、陳在榮、張長福。 

張胃期、蔡坤旺、黃逹松、林振思、周清敏、張豪禎、陳利

堅、毛傑維、陳穎崙、楊範德、翁修晉、廖定駒、陳哲福、



劉根壤、賴州振、鍾源述、吳宏順、洪福重。 

許長瑋、謝茂根、黃炎慶。 

賴彰寶、賴昆文、賴明朝、賴方育、賴林秀淑、賴佳雅、賴

櫻春、賴雯貞。 

魏壬新、張宗宏、趙錫威、李孝勳、王和崑、陳璋俊、王寶

進戊、宋永豐。 

陳霖玄、陳恩緯、林宏維、陳瑞吉、陳旺俊、葉炳哲、丁淺

輝、張進弘。 

李宇財、蔡邦國、謝麟河。 

張勤久、張邱貞妹、張建思。 

趙鑫裕、陳麟聯、王樑瑞、楊州旭、何海賓、劉魁文。 

陳本耀、廖俊進、蔡漢武、賴福炎、丁源禮、張義松、王孟

生、林宗福、周道富、孫華寶、陳傳雄、周德村、林榮銘、

張復庸、杜文吉、潘華成。 

孫承志、許振裕、劉晉禹、賴彰清、陳泰福、蔡添鴻。 

吳鑣佑、曾忠朋、龍統鶴、李鐵松、江山齡、陳懿春、蘇祈

福、童美女。李介井、藍展勇、陳憲權。 

丁樺傑。 

葉駿鎮、吳朝宗、胡耀堂、羅獻雄、林輝翔、郭羿華、黃民

嘉、鄭吳宏、余俊應。 

吳豪聖、吳許珍雀、吳盛彥、吳育雲、吳怡惠。 



劉欽旺、朱保來、李維南、陳發迪、康利忠、劉陽武、劉維

良、潘順宏、陳信明、蔡熊和。 

孫承迪、許裕晉、劉泰禹、賴弘清、陳福隆、蔡添鴻、林孟

樹、郭協蒼。 

陳鑫俊、林泉昌、古淑惠、鍾家士、蕭建道、盧廷仁、張國

峰、鄧毅本、張東興、劉瑋弘、董元宏、楊建雄、李克堯、

郭原賢、李秋恩、劉至順。 

邱勳洲、林宗杰、蘇仕仲、吳瑋峻、邱燦宏、潘元亮、黃翊

蒼、陳元世、黃豪群、詹恒威、林振貴、吳達圭、廖權麟、

陳志樟、董進憲、劉鴻國、林文星、林鋐松、黃文富、吳天

介、陳輝樹。謝憲坤、蔡木如、柯雄賢、李意本、田家明、

許永郎、董然用、沈壽鹿。 

王森達、張孝浩、羅宗隆、蘇財忠、張德松、林勳治、黃炎

仁、施煌標。 

陳林双玉、林宗雄、林維益、林子萱。 

張足韋、楊科欽、黃生遠、蘇森成、陳師貴、李衡基、黃政

鴻、陳寅添。 

周建遠、張山興、李發宗、沈逸培、陳宏和、李勤義、楊銘

永、吳久和。 

林茂良、陳建銘、鄭仁約、吳益景、葉文宗、李晉寶、林蘭

鳳、宋祥興、戴貴揚、歐慶文、張遠仁、張宏德、陳聰成、



孫益銘、金梅玲、許雄朝、陳銘堯、黃同森、丁中輝、洪安

權、莊泰雄。 

高承谷、石勝旭、呂曜京、賴冠華、陳達瑞、石知廷、洪國

義、李榮宗、劉明彬、劉鴻明、莊康駿、蘇瑞城、李勝任、

廖旭豪、鄭日智。 

張健宏、周保智、黃成育、曾世進、陳增式、高家松、林錸

遠、楊明和、劉宗師、胡獅宗、鍾勇訥、李諸燦、林富品、

薛實明、蕭中仁、陳憲康、陳興尚。 

樊枝洳、李婉珠、張玲雲、黃珍瑄、許芳臻、黃惠雀。 

 

證入觀音淨土真人果位： 

林賢豐、徐俊茂、柳正秋、林城勇、黃仁豪、黃旭源、魏通

昱、蕭義華、林崧武、詹順明、陳添承。 

彭祥霖、江天章、謝火致、鄭齊福、余文哲、鍾賓煌、林子

修、陳佑忠、張萬信、楊村冠。 

蔡泓宗、莊權根、許承豪、陳思福、胡磊、林明輝、郭喜興、

林傑良、蕭書源、鄭賢旺、劉定達、張道梓、郭泰毅、李格

銘、許昌浩、黃成忠。 

吳建忠、黃茂鴻、朱清翔。 

洪柏瑋、何淦炳、陳乾台、紀秋雄、林哲俊、丁哲生。 

許欣基、徐山再、劉陽維、林嘉昇、蔡文權、洪亮安、呂志



慶、黃世華、王宏坤、陳富麒、周茂源、廖忠景、游德翔、

葉振富、周聖豪、張彥伯。 

 

證入觀音淨土天人果位： 

盧如芳、毛湘玉、楊卿梅、吳雪梅、徐美菁、陳香芝、陳明

盟、黃夫緯、潭環炎、羅雅芹、林盟駿、廖廷河、毛傳睿、

陳茂憲、丁尊樺、郭黃秀珠、周林素梅。 

蔡泓良、莊成權、許梓承、陳宗瑞、黃萬廷。 

李燕練、林雅華、林素惠、歐真玉、張春美、王元月、張蘋

娥、李春鳳、薛煌哲、陳和嘉、黃志偉。 

張德樂、陳彥山、鄭足坤、陳文宇、林吉龍、葉文毅、林信

皓、白昇志。 

江義栗、江劉紅真、江玉香。 

陳章仲、林達彰、余倉強、林維光、陳財輝、周帆源、薛生

景、吳仲信、周海益、李達辰、周勛杉、魏德風。 

胡育憲、劉良益、吳光豪、黃盛段、王文承、陳辰世、陳友

楓、游岳偉。 

小森泉、陳賢俊、余源麟、段鴻品。 

郭萬傑、郭漢欽、郭黃美雪。 

黃則發、陳銘鈞、許明良。 

丁義中、林永祥、黃聖倫。 



楊龍鈞、林清毓、謝富泉。 

陳冠吉、楊海波、楊銘恩。 

陳吉邦、許盛慶、羅男昇、魏信根、康國欽、張伯賢。 

郭民樑、袁佐源、蔡謙智、趙慶城、陳景郎、陳仁登。 

張慶揚、鄭茂德、林富岳、葉津玄、陳順盛、邱萬森。 

魏東宏、林皓煌、陳宗洲、張鴻良、郭源潤、許增晃、謝全

義、陳頤仁、賴全昇、陳宗財。 

陳煌峰、魏宗勳、侯祥海、張俊立、林龍足、鄭嘉告、王功

和、陳言祐、高儒永、田英嘉。 

陳能協、蘇能己、呂吉欽、陳銅漢、劉碩雄、劉祿輝、謝文

倉。 

賴翔來、吳誌坤、陳冠玄、侯貴生。 

丁仁瑋、林森祿、黃炎發、陳清權、陳協隆、丁育瑞、黃大

象、許金旺、邱進平、尤海龍、李清祐、胡井福、周育群、

張千章、蘇祥宗、徐國景、周清勝、羅昌雄、杜海生、林虔

獻、孫駿廉、林鶴雄、廖瑞南、簡瑋森、林仁群、黃炎發。 

吳倉森、邱昱崇、賴茂村、謝峰漢、郭財銅、吳奇誌、楊寶

泉、徐耀德。 

陳修懋、趙光逸、朱興創。 

李元錡、李廖秀鳳、李玉庭。 

羅政錦、張健富、黃貴吉、陳岳宇、康駒修、林順飛。 



傅季仕、張良憲、鄭明煌、王誌源、洪泉政、梁立杰、李傑

國、吳在吉、陳德榮、陳欽福、王彪發、許良春、蔡通賢、

林名池、龍昌滿、許柏吉、羅輝盛、高發修、黃徽政、劉廷

名、賴屏堂、梁振璋、吳賢佳、趙佳儒、趙榮吉、趙期成、

趙王滿妹、趙瑩芳、趙淑蘭、蔡旺坤、黃逹松、林振思、周

清敏、張豪禎、陳利堅、毛傑維、陳穎崙、楊範德、 翁修晉、

廖定駒、陳哲福、劉根壤、賴州振、郭宏原、林承雄、黃好

興、蘇督鉎、林嘉書、林序城、陳勳名、郭吉鈦、蕭男全、

李利修、潘福銘、賴謀宇、陳全榮、羅容賢、鄭來州、謝誠

忠、江宗幸、侯明森、黃騰道、郭勝祥、葉旺男、林煙明、

黃表元、李格儒、李源男、戴哲興、林思榮、王信重、陳忠

旺、郭昌政、吳雄榮、許思學、邱瑋輝、張昌晃。 

陳堂民、黃正雄、唐浩旭、陳聰晉、黃宗順、吳育政、鄭富

傑、吳博靖、莊平鈞。 

胡水桃。 

黃景奇、蔡能陽、郭清謀、唐武永、黃修生、陳山賢、李龍

裕、高志偉、廖發達、莊益權、廖智仁、丁瑞祿、廖松俊、

蕭益華、陳吉豪、張世安、溫宏崇、郭介伯、顏富峰、劉鴻

強、吳國雄、羅銘福、李尚殿、李吉傳、徐金宏、陳源立。 

謝宏家、林鴻榮、林禹山、朱正森、陳學壽、廖忠烝、江聖

宗、李鴻旺、黃棋東、林成中、王安明、劉男緯、白基雷、



黃文永、高運欽、李任昆。 

陳榮樹、古運辰、蔡信慶、陳維政、莊來和、石元正、唐文

萬、徐宏雄、邱傑明、葉維世、王松柏、王明文、葉萬青、

黃宇東、謝旭、江錦益、李火允、林再發、張堂士、蕭于典、

王朝風、吳添海、許志均、黃森林。 

方峰仁、賴光癸、胡品軒、方龍軒、潘臥錦、陳長文、鄭旭

思、蔡寶紀、胡昌富、童友昇、林敬清、蔡育豪、賴世慶、

陳忠偉、林沼福、陳煌翔、許欽雄、彭祥明。 

賴廣興、鄭良丹、吳智裴、李保裕、周陽瑞、郭杉輝、鄭勇

忠、高政洲、黃義棠、郭茂民、吳錫國、龍辰戌。 

林隆雄、林清雅、林順治、林松戶、林火生、林萬義、林清

源、林溪煌、林仙笑、林財崑、林財龍、林卿滿、林鄭素琴、

林紀放秀、林謝碧枝、林欣雲、林麗鏡、林秋枝、林賴芬恭、

林櫻素、林原波、林錦綢、林貞慧、林于蘭。 

邱建昇、邱明松、邱本永、邱洲池、邱林雅娟、邱吟芹、邱

旺興、邱霑慧。 

丁振邦、謝源經、蕭正範、鄭鵬滿、楊鎮源、陳安鈞、林翹

駿、張翔斌、陳明坤、丁雄鎮。 

吳博進、丁清宗、林祥源、黃金村、邱清華、許運財、賴瑜

欽、劉發森、謝銅勝、杜漢英、李清邦、程慶倉、王芳祺、

張姿瓊、吳麗珠、郭梅花、黃雪華、林鈴瑤、蔡枝芳、蕭瓊



蘭、陳嫦寶、鄭珠琴。 

葉宗義、葉秀枝、葉俊弘、葉德華、葉保炎、葉艦泉、葉正

冠、 葉明建、葉信仁、葉娥雯、葉秋珠、葉月妙、葉秀萍、

葉志啟、葉勳權、葉定勝、葉雍國、葉麗美、葉麗仙、葉麗

雲、葉耿偉、葉竹運、葉良福、葉行村、葉伯揚、葉松彥。 

林金盛、林郁仁、林火木、林菖龍、林智杰、林水慶、林恩

峻、林介諺、林玉琴、林淑婷。 

江泉偉、江本雄、江圭啟、江勝海、江水崙、江輝生、江清

平、江雲菱、江淑珍、江淳慧。 

許財勝、謝邦發、程麟仁、石菊秀、林桂鳳、王蓉麗、羅筱

君、郭虹蓮、蔡怡萍、陳旭達、李梧堂、蘇明輝、謝成聰、

蔡伊傑、林津倉、陳彬市、林宗旭。 

林鄭炭。 

陳晉鈞、陳誠達、陳俊瑋、陳南仁、陳祥光、陳李月嬌、陳

玉勤。 

楊榮天、余子寶、林明耀、許清隆、張豪忠、徐欽培、陳南

權、羅錩賢。 

吳博倉、林森崇、邱昱運、賴茂勝、劉仁村、謝峰清、杜冠

漢、郭發財、王源程、張祥銅、吳奇松、黃誌宗。 

蔡泰俊、蘇祺洲、蔡盛仁、林志英、劉明振、李成文、呂弘

儉、劉立忠、林元甫、林來義、洪明榮、楊田士、吳雄南、



陳川政、林明承、林貴俊、曾生麟。 

魏光村、陳福長、張國盛、黃喜賢、李連和、林傑誌、張村

文、丁平成、邱井明、劉吉順、李堂海、程發萬、王霖虎、

劉宗麟、郭榮隆、呂德章、劉鎮新、林鎮祥、郭風仁、張旼

富、陳宗元、葉和易、高本火、劉鵬盛、謝厚瑞。 

張順景、林霖誠、黃昌諺、余清忠、林孟貴、陳展榮、黃勳

賢、陳杰宏、羅吉霖、林良憲、蘇清山、黃佑容、陳春河、

黃財俊、張水弘、唐傑海。 

蔡錦妹、陳春梅、蔡秀燕、薛郁真、劉彩霞、蔡眉菊、李添

財、陳弘成、林坤憲、郭翰松、李銅伯、蔡瑋隆、張豪仲、

葉霖庭、王惠鳳、李原發。 

黃士清、陳鳴旭、陳俊哲、劉秋紹、陳鉦東、古伯銘、胡豪

超、賴明德、吳輝瑋、廖宏得、朱源毅、黃成志。 

李榮聰、黃啟雄、謝年達、陳文豪、薛朝見、張德元、蕭銘

皓、黃柏源、黃誌銀、謝齊明、陳樑致、余國譽、陳昇漢、

李馨哲、黃誠翔、高德欽、陳秉祥。 

魏獅麥、張楠璋、張豐榮、林廣權、福陳柏、林順德、康欣

基、趙勳全、李錫孝、王海池、陳宗浩、羅俊寶、宋湖鋒、

王郁昆、許介志、陳健宏、謝文裕、林喬獻、潘治壁、蔡天

欽、李科豪、杜進紋、余千齡、許清朋、賴文龍、廖祿慶、

杜萬彬、蘇興勝、黃金松。 



丁崑貴、羅志傑、陳進榮。 

邱元寶、邱寶武、邱昇章、邱林茹蓮、邱春鈴。 

陳展傑、江瑛貞、顏嬌秀。 

丁純月、郭鈴君、顏蘭珠、紀芹秋、林紅芬、盧眉馨、蔡琳

珍、黃玉霜、陳雅琪。 

余阿木、余國強、余素琴、余順發、余順財、 余程綱、余程

全、余佑嘉。 

王招。 

林松進、林男勇、林殿政、林宗新、林正福、林鄉全、林罔

腰。 

陳億昶、許弘霆、陳柏毅、方昇全、江元村、鍾岳和、許素

英、楊智邦、鄭柏富、謝鳳粉、黃品依、張怡臻、呂純珠、

林惠愛、吳臻蓮、陳麗寶、戴秀蘭、石蘭芊、王秋鶯、黃慧

金、黃芙綿。 

陳智忠、高銘欽、石勇杰。 

朱舜彦、黃財旺、謝碩博、張韋熙、周宇峰、陳東權、鄭達

動、張民慎、謝民禾、陳兆生、劉玄光、杜慶吉、王忠華、

林昌易、賴清文、林展永、林煜明、謝寶發、陳千能、廖進

碩、毛治欽、丁金傑、郭伯科、葉添昱、李達陽、李森桔。 

盧如芳、毛湘玉、楊卿梅、吳雪梅、徐美菁、陳香芝、陳明

盟、黃夫緯、潭環炎。 



張順偉、歐成勝、張堂科、許龍欽、王源豪、陳忠隆、蔡裕

寶、石嵩暉、王豪昌。 

江淑杏、陳貞瑛、顏翠樺、周秀嬌、謝瓊珍。 

林治信、蔡京洲、洪岩郎、蘇元勇。 

蔡宇恒、陳麟瑞、張介憲、杜豪傑、呂伯麟、涂登基、葉溪

哲、丁吉賢。 

莊國權、莊達傑、莊林素珠。 

羅威健、徐國義、劉麗雪。 

楊鈞全、林毓嘉、謝永泉。 

陳民輝、任模保、葉燦齡、李榮龍、鄭文沾、盧誠峰、宋聰

傑、龍智隆、江順坤、劉培紋、呂容選、詹興豐、段慶廷、

丁來治、王貴隆、張登仁。 

許士松、張標孝、程榮耀、陳宜晃、謝擎勝、白坤基、朱照

全、紀霖喜。 

蕭建森、蕭林滿足、蕭春梅。 

葉俊元、曾弘聰、鐘鑫進。 

魏益道、吳強昌、魏柏虎、李翊天、郭政達、蘇金東、葉德

堅、劉寶冠、呂志榮、田裕堂、陳森元、謝瑞祥、陳仁忠、

謝義和、葉豪久、郭清彰、郭昌城、廖昭德、林五郎、陳文

中、陳建古、林吉隆、蘇偉富、林清鎮、張發煌、蘇寶義、

梁勻政、彭文述、李永任、蕭達函、吳毅正、張柏璋。 



張建原、徐中易、陳一明。 

許雅玲。 

謝鵬炎、余豪豐、楊墩寰。 

陳岳禎、陳福維、翁德康、陳駒壤、賴興飛、吳騰順、余儒

清、蔡信癸、張重傳、林達博、楊松韋、林右勳、潘穎督、

徐修元、洪哲易、謝州森。 

周鷹遠、郭吉隆、劉擎憲、江威財、林生川、張和盛、古至

育、楊榮成、王谷建、許明信、丁夕為、林源豪、林永仁、

蘇來傳、賴南禮、吳義達、邱光文、許樹文。 

劉博浩、林昭欽、徐洽恒、林桐麒、連勝富、張祥源、李金

雄、劉寶通、黃祥河、徐霖翹、蕭舜聰、林逸昆。 

李瓊敏、邱淑馨、林蕙京。 

李哲元、李山文、李忠文、李文言。 

羅棋峰、羅傑松。 

蔡宇瑞、張介豪、呂麟基、葉溪哲。 

呂玉真、王林阿綢、張正霖、吳風福。 

高洆興、何清輝、李翔吉、陳立文、李師天、林誠榮、曾展

來、邱家賢、陳文元、劉金志、陳等裕、鄭賢萬。 

江樹洲、江元東、江明柏、江修柏、江穎洲、江潮華、江先

岑、江張蘭逸、江莊美香、江玉芳、江玉蓮、江雪淑、江戍

模、江宏柏、江辰星、江明元、江杞仁、江招榮、何志柱、



何劉玉婷、何真如、何玉娟、何鄭菊花、何金娟、何珠枝、

何泉明。 

蘇黃美菊、蘇耀得、蘇淑真。 

葉維憶、賴孟暉、王吉強。 

莊誠添、魏永閎、林世銘、李發輝、黃冠鴻、林成進、簡志

文、張鎮權、劉毅鵬、陳雄宗。 

楊國龍、彭全鈞、林顯清、高進毓、謝浚富、李青茂、許誠

宗、柯介財、陳勝忠、黃昇輝、周彥成、黃豪伯、陳志晉、

林碩智、鄭政興、董崇泉。 

陳清晟、陳仁鉉、黃孝躍、陳傑俊、陳啟政、林思鎙、沈文

勞、蔡峰右、馮成建、紀松振、許秉景、徐仁達、胡俊茂、

林金珠益、陳明花、金春柱、許陳梅淑、王妹素、詹秋英、

張怡臻、王秋儀。 

周銘明、王隆禧、林傑褔、葉琿吉、陳文遠、陳憲麟、方儒

吉、李昇全、劉益順、郭光恒、巫家慶、廖品傑、蔡仲鴻、

黃宏武、徐宇浩、徐明亭。 

江玉杏、曾林淑瑛、陳思翠、顏貞嬌、周瓊樺、謝淑美、馮

隆聰、陳儒元、曾鴻俊。 

黃毅武、王文松、蘇墩雄、李弘魁。 

侯世煒、林伯思、鍾傑揚、柯美鳳、陳翠銀、黃梅秀、孫茹

美、林雲月、林怡方、陳淑筱、林婷錦、林嘉國、莊坤木、



黃生源、李訓韋、趙建思、趙東義、趙原鴻、侯喜清、簡亮

嘉、蘇義騏、許山雄、劉妹紫、黃佩鳳、金妤愛、陳黃淑貞、

張呂虹雲、林月姵、楊玉萱、許巧怡、陳詩惠、周金梅愛、

黃儀瑞、徐靜芳、吳美君、吳建茂、朱清發、陳銘明、張明

駿、謝培隆、黃聰翔、陳雄貴、莊健榮、陳名科、周福祥、

張秀沁、黃麗思、陳慧梅、詹慧元、蔡秋淑、蘇嬌婷、張澐

雲、曾珠秀、林愛卿、龐素秀、楊麗琴。 

林文卿、陳勤琦、林琪菀、陳欣佳。 

陳良洲、徐定山、張學霖、陳豐標、李慶榮、王毅宏、林騰

聰、朱代水、葉金城。 

林明育、蘇廷平、鄭銘燦、陳揚聲、胡光雄、尹樹傑、張信

順、楊明恭、鍾勇結、李德富、丁達品、王偉升、陳冠賓、

薛實明、蕭中仁、康義憲、陳尚興、葉齡燦。 

陳炳河、徐力基、陳凡烔、吳泰容、蘇寶銘、葉剛烔、林倉

發、許永勳、陳世全。 

葉獻輝、吳朝耀、羅駿雄。 

陳弓三、戴川鴻、張豐弘。 

葉建熙、方謙慶、王生豐、黃展煥、張財麟、吳崧仁、程丞

裕、林曉培、邱隆柏、胡均育、陳衛光、林源豪、葉龍騰、

李源宗、梁宏翔、葉昇柏、鮑榮勇、蔡貴洲、葉仁信、林義

文、曾宗仁、黃標文、王禹義、王李玉慧、王振智、王煌豐、



王黃罔腰、周龍南、葉是清、金中、羅昌生、杜海聲、林雄

獻、孫廉雄、林鶴駿、廖瑞勝、簡綢梅、張螢炎、李麗虔、

呂佳思、余宗翔、余陳雅銀、余黃珠蘭、余美翠、余婷娟、

余俊昌、余隆欣、余昆艙、余吳鳳如、余郁墩、余清森、余

仁寶、余龍群、余謝莉鳳、余淑玲、洪諒霖、林閔輝、呂明

欽、廖勝鈞、鄭志根、丁發瑋、林仁森、黃炎祿、余淑玲、

謝美娟、賴華君。 

林興師、林杰念、林祥義、林沆俊、林秀卿、林汝惠、林貞

珠、林秋玲、林燦擎、林霖晉、林進陽、林維建、林發青、

林霖波、林元峰、林永祥。 

徐木泉。 

林章火。 

林姜景妹。 

黃算出、張陽正、胡景雄、陳偉俗、張進村、張誠士、胡清

宗、劉豪勳、張宇豪、李育可、陳容冠、徐定勇、張有凱、

蘇銘明、王正嘉、廖義有、陳子浩、張紫妍。 

蘇永鎮、謝榮偉、張欽榮、康嘉其、葉傑柏、林昌毅。 

李生富、胡吉歡。 

陳文明、蔡達信、吳浩相、陳治杰、林昆達、陳峰宏、李平

德、劉績霖。 

胡全城、徐朝翔、吳瑞軒、陳夫輝、方元和、陳佰彰、林信



達、鐘振元、鐘振升、陳協成、邱隆賢、黃成居。 

高明品、梁獻光、林得銀、江益翔。 

蕭賜川、王金孝、陸寶鳴、簡勝南、劉中全、古添丁、李旺

得、陳南貴、林榮良、吳培坤。 

曾春忠、黃峰禹、梁威佑、許國隆、黃龍軒。 

林國杰、李春晉、黃發祥、薛福增、洪共峰、何良才、林仁

池、陳水宏、賀清廷。 

蔡成泓、莊權梓、許承良、陳思源、胡磊三、林明山、郭喜

興、林豪傑、蕭書銘、鄭賢旺、劉定範、張根道、郭泰毅、

李福格、許昌浩、黃宗忠。 

黃政德、羅泰松、馮耿宗、陳富明、金嘉輝、金忠品、翁元

文、王和寶、陳然樂、陳金綸。 

陳意鐘、張明色、薛耀柏、莊詮志、何大清、張生輝、梁山

榮。 

鄭桶東、謝文發、白少維、劉豪來、劉程清、黃正明、黃建

崇。 

許韋良、林榮瑋、賴榆讚、陳明楠、林聰振、徐川英。 

吳松緯、黃松甲。 

黃生基、陳志輝、林仁源、廖益田、吳玄欽、劉堯俊、許凱

榮、唐吉峰。 

張政昭、許坤進、羅龍財、吳運泉、謝正榮、陳樹承、王家



宗、侯貴勤、林益森、陳銘山、陳士亦、蔡發家、林濰勝、

陳樹汶、張仁木、林賓俊、羅啟明。 

王勝雍、陳弘冠、陳建權、黃勳炎、丁駿源、  蕭信武、鄭

鵬鈞、林邦斌、陳坤翔、丁慶澤、張嘉耀、 吳杉儒。 

何忠、丁年倫、陳文祥、謝利夫、陳民德、魏朝宏、黃少堂、

黃恩明。 

陳竣郎、李清鈞、高元生、洪克堅、周榕賢、陳生彩、莊鉅

興、簡堂吉。 

蔡增德、李丟成、鄭鵬德、陳益地、陳暉松、林期文。 

江榮聯、鄭賢泰、黃熊筆、石興松、劉盛新、李貴澤、鄭科

源。 

吳溪南、童論毅。 

陳銘邦、江郎明、蔡興國、金清祥。 

郭智祥、許晉吉、馮生成、黃主展、黃坤增、林長漢、黃誌

谷、高來隆、唐東興。 

張原明、孫泰波、張興佑、王良池、黃益展、石山根、洪才

興、田勇奇、張武中。 

林永盈、陳厚生、蔡修璘、葉閔雄、黃盛駿、張峻勝、鄭尚

仁、朱杰正、張台永、林明應、李立榮、趙易鴻、謝昭禧、

李帆志、林文霖、廖存欣、趙德雄、陳廷源、洪松宏、陳基

翎、黃偉諭、黃添邦、李倫興、張志恩、鍾振尊、李群霆、



陳哲永。 

鍾青華。 

黃建池、劉毅效、吳福銘、劉和村、江振松、謝傳瑋、蘇文

清、薛璋德、張州達、張岳明、吳緯賢、李賢源、陳道慶、

李全超、黃鉎東、許毅浿、林宇甫、趙豪健。 

蔡盛清、謝志洲、郭元山、徐南洲、江範章、羅松保、邱明

宗、紀峰倉、黃萬博、蘇志仁、陳炳傑、張松南、徐麟根、

丁麥育、陳寶傑、黃仁俊、魏雍登、陳勝埔、謝博順、邱凱

森、蔡鵬義、陳登經、李毅森、林隆保、丁勇道、廖凱瑞、

林永松。 

蔡瑞誠、陳文杰、王德權、林宏明、陳錫發、黃山瑞、紀祥

富、郭治海、黃金全、丁淦發。 

潘霖耀、劉賢財。 

郭啟麟、余維振、林健峻。 

吳仁峰、陳仲癸、陳軒虎、謝寰興、蔡德達、楊信厚、黃仲

崑、李杉景、羅貴裕。 

陳相浩、林霖杰、蘇英堂、王豐深、黃本宏、張正宗、林吉

昌、薛閔奎、魏元勍。 

王桂霞、徐玉櫻、宋茹菁、高滿足、陳娥君、詹秀娟、曾美

華、黃翠庭、楊玉蘭。 

郭建興、郭寶地、郭昇臣、郭蓮春。 



廖雅甄、薛昭治、朱月琴、邱宜臻。 

蔡鈴娟、莊佳容、高敏真、薛梅卿。 

葉良豪、徐煌德、張麟義、陳春琳、林玉紅、謝隆偉、陸德

滿、許民清、朱勇得。 

蕭欽憲、蕭丞勇、蕭國琿、蕭郭滿足、吳財崑、吳賴採蘭、

吳珊芬、吳姿芳、吳美遙。 

蔡永章、許原壽、林正俊、黃正誌、黃振梁、林燦光、程益

揚、尹銘雄、林山廷。 

林淑慧、莊萬川、葉建景、許喜嬌。 

周欽發、楊貴銘、鄭永興、張韋和。 

張國民、薛智全、薛碩得、江彥盟。 

蔡彤雯、鄭銀珠、林佩娟、李宛華。 

高承旭、呂曜華、陳瑞廷、洪義豪。 

陳炎權、陳孟勝、陳正冠、陳國弘、陳李儷紋、  陳余美娟、

陳素香、陳琬茹、陳玉蘭。 

羅以鎮、羅蔣玲金、羅錦繡、羅楊美琴、羅玉嬌、羅淑卿、

羅瑞達、羅澄雲、羅平藍。 

林忱顯、廖文憲、陳明鍾、李賢平、謝順仕  。 

丁樹松、廖齊霖、陳文彬、黃秀枝。 

廖明吉、黃有喜、陳成昱、郭志柏。 

陳聰隆、張松易、郭駒柏、黃閔盛。 



張富將、蔡柴友、楊維安、吳通祥、許仁義、黃明雄、蘇水

孟、陳元發、曾在生。 

丁正彬、李盛揚、張義泉、黃慶忠、蔡銘銅、楊谷福、許平

鎮、范宇達、李男柱。 

陳烈平、張亮宏、孫祥亨、林在興、田本櫪、陳得展、莊良

坤、黃安發、林信守。 

呂坤守、陳京覺、高力生、張傳壬。 

林信守、程金晏、張傳貴、呂坤成。 

陳榮耀、陳克瑋、張均揚、王聖森、陳弘仁、許政銘、林通

迪、戴孝建、許生照、李明住。 

黃仁士、陳紹旭、陳鉦俊、劉諭秋、陳德哲、古伯得、胡毅

豪、王瑋夫、賴鳴至、林明東、吳超輝、廖宏銘、朱清源。 

董博翊、蔣任光、羅仁擎、蕭村興、蔡妹梅、蔡玉真、薛惠

燕、劉春卿、蔡菊霞、李添弘、謝祥豪、徐憲坤。 

呂玉蘭、鄭銀菊、謝雅卿、侯春嬌。 

劉志文、陳添淳、黃明晉。 

許世杰、吳政霖、陳韶華、鄭靜文。 

黃華蘭。 

林東育、林王碧如、林福遠、林賴美麗、林寶桐、林許玉雲、

林仁源、林黃綉鳳、林偉興、林丁雪玉、林駿坤、林莊明玉、

林聰德、林郭滿足、林淑芳、林萬金、林駿謙、林麒吉。 



林昭伶、林美華、林美君、林妙利、林美屏、林美玲、林美

秀、林腰妹、林昭琴、林玲雲、林宇源、林雅秋、林煙瑞、

林義傑、林泉海、林崑本、林景西、林振財、林家麟、林員

全、林振志、林建雄、林龍本、林海義、林國順、林昌昇、

林科恒、林明煙、林景廷、林科煌、林城良、林火彬、林弘

景、林崇智、林傑獻、林東川、林倉崑、林順樹、林泉崇、

林育堅、林舜堂、林良洋、林秋足、林復廷、林典安、林偉

村、林火木、林松賢、林行雄、林清南、林秋錦、林秋燕、

林芊螢、林鳳霞、林圖宏、林裕華、林百達、林洲賓、林群

英。 

林杰昌、吳旺輝、丁源英、 呂川朝、許吉雄、黃國邦、葉茂

麟、鄭邦仁、許財星、謝發鈞、程仁勝、石桂拳。 

李名元、李廖玉鳳、李庭香。 

林喬松、潘治欽、李進興、杜紋豪、余劍清、賴龍慶、杜萬

勝、蘇彬金。 

賴順傑、黃濟來、林冠群、羅凱達。 

葉耀賢、葉添昌、林瑋衝、曾森躍、鄭原良、洪盛昱、陳禹

清、陳謙修、陳振誌、林俊發、賴瀚文、賴祐鴻、高弘仁、

高林素嬌、巫兆崙、陳豐任、林承珀、黃峰翎、石棕俊、石

麗錦、黃志權、蕭宇家、鮑美菊、朱芹真、王芳芬、巫余宜

真、巫廷泓、巫廷乾。 



黃仁銘、陳俊權、陳裕福、柯榮雄、張新峰、胡偉信、謝吉

嘉、陳英祥、楊義鑫、王宙旺、施碧霞、邱玉嬌、林莉花、

紀芬芳、江秋月、姚承燈、張尚憲、鐘勝財、葉國哲、楊銀

秀、許玲貞、蘇玉璇、詹枝鳳、姚嫻娘、陳婷珠、施雯雅、

王美菊、林賢璋、余佳樟、張展賜、張儒吉、唐政寰、劉發

福、陳萬麟、張龍吉、魏言元、高安蓉、蘇美琴。 

洪安雄、莊泰權、洪燦樹、林榮慶。 

曹名正、張登輝、邵志霖、吳宇鍠。 

鄭芬春、劉純芳、高俐枝。 

陳雅貞。 

丁煌溪、吳澤清、許偉剛、許清順、陳源清、陳權松、黃柏

南、陳金雄、郭宏宗、許東瑞、黃萬保、黃松超、蕭弓弘、

顏民柏、呂昆成、賴廷福。 

王德明、陳叔洲、馮旺山、張賢世、洪帥逸、蔡穎明、呂聯

偉、陳克中、林榮富、林欣翰、張啟廷、方源旺、廖世徵、

陳銘泉、李示木、李水明。 

葉旭朝。 

廖英照。 

羅賢達、徐俊志。 

柯木榮。 

李旺。 



林梅。 

柯萬玉、何嫌、姚柑。 

李貫、許賢、柯掌、姚真。 

柯金錫。 

呂雅琴。 

陳善。 

陳阿煌。 

劉玉鈴、穆罕默德、楊進龍。 

林稜隆。 

陳森清。 

林德宇、許任光、王宜鳳、莊如芬。 

趙美枝。 

黃香鳳、許嬌芳、曾碧穎。 

吳堂宗、吳鈞德、吳育富、吳博浩、吳莊英卿。 

陳利秋、張表全、林秀蘭。 

洪淑惠。 

洪肇湖。 

盧玉華。 

趙瑞賓、劉魁伯、黃誠昱、朱孝隆、蘇忠乾。 

周建欽、李義銘、鄭生興。 

魏益絨、吳強理、魏柏富、李強虎、李政賓、葉德冠。 



陳榮勳、孔修德、薛重鎮、蔡再懋、趙裕安、方景光。 

陳延堂、黃成宗、郭鈞皇、吳德政。 

林艷宜、孫純儀、童蕙華、葛君翠、林秋嬌、陳素津、林秋

梅、陳汝鶯、林美婷、陳姿貞、陳美婷、蘇玉仙、陳滿足、

謝美琴、 陳珠蓮、紀秋娟、謝美雀、紀麗慈、王美珠、潘婉

美、鍾儀品、李菊鳳、林慧燕、羅娥繡。 

賴義森、黃展貴、劉任輝、李建斌、陳穎軒、周保騰、熊霖

偉、馮禧樑、陳樂豐、戴旗全、施禮鴻、賴志易、蔡武星、

郭林月珠、蘇蕙貞。 

吳國堂、吳珍珠、吳培彥。 

陳明長、蔡士子、楊宇發。 

林鎮貿、蕭穎文、張建通、張述輯、李憲明、段信致、薛世

賢、康家木、余淑芹、楊明穎、王玉惠、李珍欣、王葉麗美、

蕭陳鳳英、張郭玲蓁、吳雲月。 

林祥德、陳耕洲、郭在添、李鈞城、陳烈安、余成孟、張洲

山、江孟壽、陳仁文、張霖明、蘇長豪、劉信興、魏立政、

郭鵬衝、胡森雄、蔡榮傑。 

孫揚獻、王毅興、朱金徵、蕭吉堂。 

許龍欽、王源豪、陳忠隆、蔡裕寶、石嵩暉、王豪昌。 

蔡風登、林竹權、郭博相、黃吉翔、郭諄至、廖慶堂、陳毅

得、廖復忠、謝穎邑。 



林原誠、郭冠宇、蘇雅慧、陳婷慈。 

郭仁錫、陳振駒、黃茂韋。 

陳鳳卿、郭凰敏、蔡玉燕、郭素雲。 

賴森武、黃展禧、劉樂輝、李建戌、陳來軒、周保志、熊霖

偉、馮貴斌、陳豐任、戴樑科、施鴻乾、賴易騰、蔡原義、

郭林月貞、徐蕙珠、蔡玉金、曾玉勤、蔡雲麗。 

田承益、許翔忠、徐來盛。 

戴政強、張通煌、楊傑樹、許勝模、黃原慶、賴哲邦、張根

標、吳生誠、趙盛川、王開隆、洪長齡、劉榮興、李欽德、

吳憲易、莊澤城、廖吉暉、張昆凱、陳銘益、葉海池、黃仁

發、鄭益賢、黃誠祐、魏育爵、黃龍谷。 

薛宇憲、林萬榮。 

許福輝、方悅仲。 

蘇林素菊、蘇瓊瑤、蘇耀家、蘇旺財、蘇玉真、蘇仁添、陳

基霍、陳福戌、陳傳貴、陳羣達、陳清鳴、丁李菊花、丁孝

風、丁麒麟、丁海堂、丁雅貞。 

趙忠勝、許仲海、郭浩宇。 

蕭義崑、蕭宗憲、蕭丞邦、蕭黃秀蘭、蕭玉姿。 

陳富文、賴發茂、王明澤。 

黃德晟、林生地、郭旭在、蔡安有。 

盧林碧霞、盧陳玉燁、盧龍碩、盧秀芝。 



呂洲隆、陳發祥、陳華雄、洪中聖、李佑民、許光財。 

周明隆、林褔吉、陳遠憲。 

陳德瀛、許佑永、蔡欽宗。 

張世昌、余霖舜、蕭正濱、鄭鵬滿、余筌祥、潘聰增。 

余筌祥、潘聰增。 

江敦旬、魏炎興。 

洪燦榮、林樹慶、葉賢森、鄭禹廷。 

林澤利、阮瑞永、洪盛宏、施俊昌。 

曾慶忠、曾蓉英、丘鴻榮、李裕中、黃國順、羅育進、林福

偉、陳樟強、吳源傑、陳宏鳴、鄭廷嘉、黃利愷、林威旻、

王郁鴻、黃勝添、陳紹應。 

葉光文、楊信風、李對弘、鄭勝富、郭仲平、陳立崑、鄭仲

來、黃勇星、王耀英、郭儒達、林言裕、許男國、羅茶輝、

許星立、王佑第、林立廉、歐希映、張發甲、鄭仲勳、葉憲

俴、謝聖件、賴祥衡、郭攻友、莊光龍、石至奎、任興生、

蕭化村、林毅長、黃衡明、陳光水、賴仰南、陳柳謗、蕭星

郎、林仲德、丁峰明、林霖成、洪延昭、張君政、李金承、

陳泉民、黃政宏、李全哲、陳庭鴻、黃亮吉。 

許明枝、施世添、蕭福榮、丁和美、邱育黎、賴隆來、陸冠

銘、蔡四衡、馬聰真。 

林煌隆、林松治、林謝枝櫻。 



余菊香、單鑾淑、蔡雪滿、林佩臻、黃慧蘭、范賢涼、何中

光、李坤水、鄭寰開、李誠祥、王旺霖、謝存村。 

陳煌峰、陳和宗、侯吉囿。 

許長盛、許長福、許名剛、許揚凱、許成墩。 

紀秀貞、鄭真慧、賴娟蓮。 

紀標興、紀欽壽、紀守名、紀志雄、紀再元、紀櫻素。 

陳毅威、侯謀和、楊明斗、程同柱、葉喜草、邱祺佑、朱勳

智、楊岑榮、張澤祥、薛民順、游柏興、鄭誠海、許國昌、

陳林美足、劉玲誼、黃雪金、羅秀雅、李春銀、彭成萍、張

月慧、黃梅德、張五妹、胡德忠、蔡宜足、劉祥聰、胡寶強、

余標景、黃忠模、林秀思、丁惠萍、洪宜玲、王淑嬌。 

賴發澤、田勇龍。 

葉洲信、李源義、梁仁文、葉宏昇、鮑榮亞、張貴文、蔡龍

仁、葉勇宗、林日義、陳翔志、曾家宗、洪亦至、黃文標、

王豐聲、林禹煌、陳騰復、洪輝諒、林霖閔、劉雄柏、呂底

明、孫仁欽、劉信建、劉文維、羅義生、鮑堅文、王和生、

蔡生傑、劉介遠、陳輝樹、羅啟志、吳雄銘、吳振祥、柯雅

琴。 

羅金華。 

魏獅昆、張雲璋、張池權、林榮廣、陳柏福、林順基、康德

欣、趙昌勳、李錫麥、王豐海、陳宗俊、羅寶浩、宋湖進、



陳全鋒、王郁源、許介濱、陳健裕、謝文宏、陳仕欽、蔡能

博、顏君楠、陳志孝、陳洲威、紀宗連、黃佑來、廖祿彬、

廖萬勝、蘇慶興、黃金豪、李龍松、陳松治、李益龍、陳國

雄、丁峻雄、林哲明、賴根榮、杜文貴、蔡山鋒、謝旺灯、

張五郎、林得勝、郭南陽。 

陳期暉、林文松、吳溪論、童毅南、陳銘邦、廖惠鈴。 

陳永明。 

胡辰憲、劉岳益、吳承盛。 

陳德根、黃慶章、陳涼樹、楊寶安。 

呂清埔、孫允農、丁癸經。 

賴財德、賴李雪珠、羅清源、羅謝月娥。 

廖鴻亮、方義興。 

陳偉毅。 

周發義、楊永興、黃全貴。 

陳登乾。 

蕭春瑤、林芬嫦、林萍梅、鄭明瑩、邱佳麗、謝益進、黃連

中、蔡耀寧、丁素月、吳岳英。 

藍玄男、林文權、陳威寶、謝漢基、方麟儒、李昇益、郭光

順、巫家慶、簡景豐、藍崎吉、呂俊清。 

黃福杰、范安伯、陳束麒、許建雄、林明煒、黃智亮。 

郭順豪、郭文義、蔡軒孝。 



王永權。 

陳堂宗、郭皇英、吳德權、羅宇達、蘇建邦。 

蔡吉章、許橫壽、林正俊、黃祥誌、黃振梁、林燦光。 

林有斯、丁湧在、古安生、田宏權、林宏烈、李良展。 

白湧明、陳宗文、黃兆玄、葉忠政、郭勝輝、郭耀慶。 

李振超、林堅海、陳強峰、余崧標、林輝麟、許賓宸、郭明

瑋、傅池得、黃添洲。 

陳銘盛、卓清承、洪永松、盧鳴克、劉華昇、陳仲森、鄧仁

嘉、李宇偉、徐源俊、董博拮、蔣英翊、蔣彰昀、陳欣順、

陳光奎、張萬俊、石仁育。 

李德清、鄭文治、劉懋支、林坤泉、侯明冠、黃仁靖、王振

連、陳旺隆、陳明長、章好宗。 

陳榮誠、林順照。 

陳達相、黃浩杰、林育霖。 

林徐秀美、林忠孝、蔡正祥。 

楊鈞祿、林毓忠、謝泉衛。 

丁金冠、王偉鎮、陳育達。 

陳海喆、陳銘敬。 

周哲政、楊來旺、劉忠松、鍾思勝、洪銅源、羅仲翔、陳麗

穎、江佳金、賴佳真、李原誠、王昌興、張吉明、林維倉、

侯斗森、邱草和、陳鈦堅、賴崙晉、高榮福、戴素敏、林貞



眉、張王香均。 

陳文桔、郭生文、賴森和、林健雄、林照清、陳昇協、賴清

通、林欽榮、張義資、 張登祿、陳連萬、藍正吉。 

陳瓊。 

林土星、康文元、馬山忠、游育嘉、楊駿堯、連進辰、林坤

青、邵欣萬、吳翔金。 

郭重添、郭陳菊花、郭秀姿。 

余于壽、張朝崑、李啟韋、劉瑾妹、陳慶文、簡志安、鄭雲

騰、吳萬添、陳龍明。 

葉寶旭、林宏安、張安順、李群修、范興艙、張晏貴、許龍

順、劉森欽、田豹憲。 

張瑞茂、黃財彬、鄭豪權、周龍川。 

謝欽嘉、黃治賢、廖榮基、劉邦貴、陳霖瑞、林旺寶、李國

政、康展富、邱彥禹。 

黃聰龍、羅俊宏、黃王秀卿、黃欣賦、黃瑋仕、黃道添、黃

耀宗、黃敏真、黃宜珊。 

吳慶博、陳炳祥、周忠洋、張酉清、賴財碩、郭雪珠、郭宜

霞、林銀嬌、劉春佳。 

楊銘耀、林政寶、陳展彬、吳振隆、胡東舜、徐旺德、呂川

邦、許吉朝、葉麟茂。 

曾朝振、陳順明、林翔達、吳晏良、李訓清、李文孝、王丞



郎、卓嘉協、鍾財吉。 

鍾源傑、吳順重、洪福任、余韋銅、鄭毅威、陳躍癸、蔡振

輝、李昆磊、胡山誠。 

楊吉輝、楊豪悅、楊昌杰、楊憲南、楊李如霜、楊容慧、丁

駒隆、丁林姿麗、丁錦燕。 

李玉蓮、薛添池、王清傑。 

游添財、黃金美、蔡通華、李玉枝、陸月娘、何金芬、古敦

長、孫坤敬、蘇德賢。 

戴生麟、林朝泰、魏吉鴻、陳茂發、張翔泳、蔡毅根、羅寶

富、葉岳勝、林火皓。 

黃重賓、黃林梅菊、黃羿秀。 

張素蓉、何琳珠。 

羅以青、黃智邦、林永達。 

郭湘卿、楊素梅、徐梅雲、陳菁琴、董芝宣、林滿蘭。 

賴秀英、詹栗依、黃鳳芬、楊貞秋、李如惠、魏正旺、李松

山、錢英諺、陳雄期、余權忠、吳詔彩、楊青松、張至晉、

張李玉蓮、張振智、張民耀、張黃罔市。 

陳濬峰、林松泉、楊朝滄、潘培勳。 

黃萬枝。 

黃良文、曾政誠、陳銘明、邱金旺、羅慶建、許欽聖、沈筆

明、張祥伯、楊東峰、蔡佑彥、廖旺嘉、廖原麒、徐燦泉、



陳政明、劉銘重、李國隆。 

黃良文、曾政誠、陳銘明、邱金旺、羅慶建、許欽聖、沈筆

明、張祥伯、楊東峰、蔡佑彥、廖旺嘉、廖原麒、徐燦泉、

陳政明、劉銘重、李國隆。 

林博展、葉駿信、羅昌熙。 

杜啟福、黃增賢、戴鏞麟。 

田常仁、陳吉權、莊達哲、高承源、林紹建、梁銘輝、許泓

榮、蔡敦仁、莊慶勳、吳源昇、吳波甲、吳村墩、楊輝德、

蕭財貴、任光貴。 

林治益、蘇恩韋、范乾邦。 

黃永友。 

張英妹。 

鄒慶祿。 

鄒國煌。 

劉信河。 

李坤祿、郭哲忠、莊瑋全。 

黃益承、黃盛銘、黃弘謙、黃駿憲、黃濱源、黃仲銘、黃毅

亞、黃秀卿、蔡閔丞、蔡文祺、蔡祐宇、蔡博彰、蔡政龍、

蔡帆隆、黃芳、蔡家發。 

黃伯亮、楊畇茂、廖旋虎。 

李肇銅、蘇漢鐵、李文仁、蔡壽和、劉治容、葉英慶、蕭炎



堂、莊敬瑞、薛永維。 

魏獅昆、張雲璋、張池權、林榮廣、陳柏福、林順基、康德

欣、趙昌勳、李錫麥、王豐海、陳宗俊、羅寶浩、宋湖進、

陳全鋒、王郁源、許介濱、陳健裕、謝文宏、陳仕欽、蔡能

博、顏君楠、陳志孝、陳洲威、紀宗連、黃佑來。 

陳強。 

郭雅琴。 

李銀全。 

林莉萍、郭清平。 

謝麟武、許育龍、賴旭文。 

張蒼蓉、何琳素、楊宣玲。 

鄭錦山、陳聯青、林勁堂。 

余忠景、陳民賢、羅穎盛。 

吳麗瓊、廖穎華、吳宛茴。 

葉川隆、葉德泉、葉崑崇、葉州春、葉崇義。 

張趙瓊妤、張祥天、張絲蘭。 

陳謙旭、林診豪、邱建銘、陳閔坤、曹荃豪、黃祥元、王遵

忠、蘇華志、陳永岳、張明和、黃文光、陳堯元、王裕榆、

李靜慧、林碧珍、張娟桃、林疑碧、黃妃真。 

江晨富、郭堆松、程森聖、洪男國、彭樑山、劉錦霖、王棟

欽、江隆富、蔡朝發、葉昆暉、姜暉業、蔡溪朝、林郎堂、



鮑清善、王富助、李祥通、趙惠智、陳銘景、詹源鴻、蘇民

勇、許裕隆、鄭嵩成、林明松、童南偉、蔡明積、陳祥湧、

蕭英德、宋茂慶。 

胡華裕、賴貴雄、李進暉、洪聰意、王源謙、謝振鵬。 

歐銘財、黃權彰、林聯蒼。 

王政俊、李弘祥、謝豪翊。 

何福發、康奇森、呂順鵬。 

陳盛吉、許慶邦、羅益昇、魏信猖、康賢欽、張伯國。 

莫宜泉、莊柏誠、楊文懋、洪明貴、溫力鋒、邵惠麟、鄧俊

友、黃碩再。 

王光文、陳振碩、王祺昭、林明文、張文瀚、林厚帆、周荃

富、蔡旭建、鍾義毅、吳政永、林憲遠、賴騰俊、葉豐臥、

許承帝、蔡盛圭、許英錫、陳重宏、黃明展、王霞琴、劉娟

卿、趙梅芳、蔡英蘭、陳琳美、郭枝銀、羅明麗、許縈素、

王霞湘、江珍虹。 

陳瑞庭、蘇山輝、李瑞龍、高志停、范偉雄、廖正發、丁華

雄、莊權雄、廖道豪、廖賢龍、丁松仁、廖智杰、吳松俊、

蕭本益、羅耿能、陳奇杰、張皇吉、張本春、廖世逵、陳祿

安、陳建二、陳慣生、陳正瑞、李治宏、林達昆、陳容峰、

李中平、林立德、陳仲崑、陳復海、陳浩天、陳宇澤。 

吳生財、黃森伯、鍾翔旺、林厚清、陳火木、周長川、况原



海、劉忠俊、袁春昌、徐泉雲、李發喜、陳德賓、許傑良、

鄭栗仁、康雄峰、余豐隆、林貴全、鄭圳成、簡風貴、江城

鄉、邱堂博、黃清基、丁華聰、陳有麟。 

沈森威、沈榮俊、沈銘貴、沈賢盛、沈盛郁、沈昇迪、沈成

雄、沈孟南、沈輝伯、沈國德、沈宇易、沈森邦。 

沈福、沈林純、沈皆、 沈高桃、沈江、沈海、沈黃來、 沈

溝、沈添貴、沈謝月。 

邵宏來、陳煥合、林英欽、陳家霖、蔡勝興、陳鎮雄、郭展

得、鐘育壬、甘明傑、李述海、鐘慶程、林旺偉、宋連力、

楊伯祿、雷壽寰、邱宏德、李火財、施發鴻、鍾允再、黃東

韋、陳明俊、張富祥、林雲國、陳仕伯。 

陳展成、詹傑順、江杏瑛、陳貞淑、顏翠嬌、周樺秀、謝林

淑美、馮瓊珍、葉儒隆、陳文聰、余元弘、曾俊鴻、馬秋健、

呂伯文、涂基登、葉憲溪、丁吉進、蘇富哲。 

薛堂冠、曾永聖、林富超、張傳仕、張銘龍、林發承。 

王興和、許易伯、楊賢元、胡皓財、張堅育、陳瑞海、徐元

雄、潘南明、林左園、林文義、郭長鳴、丁金蒼。 

陳澤國、鄭士龍、羅雅莘。 

許順福。 

李清坤、郭毅哲、康忠全、莊瑋雄。 

張勛吉、陳玉庭、胡雅婷、郭易蔚。 



郭旺穎、趙盤、陳義玄、林桐文。 

吳程宗、林清源、邱倉運、賴進財、劉銅勝、謝邦博、杜漢

發、程村慶、蘇玉雪。 

陳堂明、謝凱義、李世誠、謝文景。 

林茂杰、吳昌旺、丁源輝、呂英朝、許吉邦、黃國雄。 

李榮忠、郭盛源、許寶基、林堯溪、蔡義平、鄭濤韋。 

魏廣麥、張楠寶、蘇榮豐、康池基。 

蔡克峰。 

莊澤邦、廖強暉、張樹昆、陳誠銘、葉標池、黃慶仁。 

陳堂宗、郭皇英、吳德權。 

鄭浩富、吳博東、莊鍵鈞。 

周明川、張宜河、江明生、紀聰世、 陳志才、黃民謙、楊至

伯、葉茂浩、余仁德、潘天財、   孫勤正、劉天元、張昌清、

葉駿慶、羅德麟、何鈞吉、  陳國安、吳華顯、黃霖聲、朱

章智、廖風樺、林源顯、  鄭聰浩、許鵬正。 

吳博宗、林祥發、黃村華、許欽財、賴森勝、杜漢慶、程倉

邦、王芳鈴、張瓊姿、吳梅麗、黃華嫦、林瑤琴。 

徐川鎮、羅用邦。 

羅創全、蔡圳明、李福生、金昌郎、邱清霖、黃仁森、鄭品

家、王維翔、鍾峰雄。 

羅寶駒、陳興東、段安韋。 



李彥銘、李廖秀芝、李義駿。 

王靜湘、蔡枝雲、林黃佳子。 

郭倫輝、張端源、陳國能、鄭全烈、謝富安、 鄭海期、涂治

名、徐羿昇、詹仁雄、許晏淙、 黃孟雄、蘇金水。 

鄭錦河。 

鄭進賢。 

許欣維、許光德、葉振翔、周彥聖、張伯豪、林維亮。 

林炳官、林楊寶川、林依發、林趙梨俤。 

許吉龍、黃建光、吳建祥。 

張耀裕、陳任川、李昇雄、余毅宸、洪盛源、周銘泉、吳光

儒、范萬蔚、蕭全龍。 

劉素貞、劉儀勤、田文權、劉春美、蘇英屏、陳芳宜。 

羅月馨。 

郭素秋、郭雅貞、李靜娟、林碧芬、吳音瑩、陳梅蕙、鄭翠

芬、邱冀雄。 

藍華展、陳祿權、陳綜憲、丁峰樺、郭傑和、張文勇、林菁

雅。 

吳森義、邱崇倉、陳昱財、賴宏容、郭其逸、葉源炎、鍾義

明、呂伯華、嚴在源、陳政癸、高星洲、陳裕祥、鐘旭科、

陸洲啟、陳進傑、鄭煥耀、賴誌茂、謝財峰、郭漢銅、吳奇

村、沈育慶、吳偕民、蘇橋軒、賴啟文、楊培偉、許析庫、



許建傳、張清豐、趙景懋、曾伸仁、陳春登、柯逸剛、鄭政

嘉、許致梓、紀肇吉、吳騏信、李承樑、簡慶興、林武伯、

黃義元、王嘉毓、蔡紹明、陳山丞、侯火伯、陳凱俊、謝挺

毅、鍾遠福、盧錦建、楊聖偉、許文生、林維銘、林菖訓、

蕭景奕、陳義雄。 

林素菁、蘇錦妹、楊麗琴、羅永剛、林東宏、許木鮑、丁益

仁、陳仁圭、蔡振明、張信波、江志泰、謝吉旭。 

林清治、林火木、林義源、林煌崑、林秀卿、林鄭美琴。 

孫劉玉蕙、孫洋興。 

王樹展、謝諭杰、廖廷明、陳忠坤、歐順德。 

王樹杰、廖明德、歐順廷。 

黃墩武、王文奎、蘇毅魁。 

劉瓊姿、鄭秋莉、蔡鳳貞、林玉卿、黃智惠、郭如卿、蘇純

真、沈茹真、吳桂珠、周玲娟、陳桂麗、蔡蘭歡、陳英恩、

林麗珠、張麗美、詹媛霞、郭芳秀、邱秀琴、黃桂娟、陸玉

晶、廖美儀、鍾維珠。 

呂民和、呂陳涵晴、呂瓊子。 

薛梓見、楊勝齡、林富煌、李振良、蔡宇宏、陳原順、薛烈

名、方正長、林毅生、鍾和全、黃光憲、林吉萬、劉寰燦、

薛仁壽、陳在榮、蔡光耀。 

張永冠、林帆明、鍾軒伯、鄭悟銘、王嘉孟、李景成、王奇



村、羅文海、陳震雄、史志軒、王名光、劉丞明、陳訓豐、

紀達山、吳宗佳、張慶志、陳瑞信、鄭慶誠、梁義鑫、葉來

展、蘇倫忠。 

鄭耀平、方文裕、莊文宜、魏昭守、林賢章、陳振家、葉彬

永、王華正、羅翔宇、林仕禎、張丞麟、陳洲耀、陳垚邦、

王春守、黃瑋文、盧賢春、蔡裕文、呂昇政、王維明、鄭俊

鴻、高源樺、黃嘉瑋、薛章元、陳瑋可、郭森頁。 

丁清萬、丁任有、丁林珍美。 

洪世傑、張文祺。 

林寶鴻、徐竹福、郭村誠、王揚毅、林陳素娟。 

吳財錫、鄭強添、林翔乾。 

藍郁政、許仁發、林和安。 

李源治、林任發、陳凱成。 

丁達金、王偉升、陳冠育。 

鄭嘉勳、張通彪、陳傑麟。 

陳柏強、陳承興、陳王玉柳。 

黃邦建、陳濟安、羅權仁、徐柏瑋。 

林鴻天、金宏吉、楊啟輝、陳承健、蕭南鎮、張詮進、姜毅

座、趙志邦、林桓仁、李明保、張世福、陳義憶、何明勝、

許仁凡、張嘉華、張燈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