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本院主席 九天玄女娘娘  

    聖諭： 

  歲次辛丑年，本院秋季證道考核日期，謹擇定於【國曆十月二十九日】

舉行，應考修士之陽世親眷善友，可發心助彼等一臂之力，以期順利通

過考核，往生淨土，協助收圓普化之聖業也。 

  此次考核應考修士名單如下： 

 

于恩重。王華興。王華聰。王雪霞。楊玉珠。江阿水、江賴阿理、廖偉

傑、李杏月、廖品融、黃銘世。余仁學。陳彥凱、楊輝豐、江在成、邱

熙銘。張中明。林香鈞。馮霆資、林敢樑、邱勳維、任盛通、許興致、

林達達。林中雄。陳定南。張家界。段正明、詹正清、馮士友、藍中強、

施名生。周芷聿。王冠云。潘希珍。柯榮南。覃語宸。費雯麗。張美瑤。

梁實秋。張愫香。高平章。邱佩雯。吳俊毅。吳映瑄。郭洛瑚。蔡枷鈺。

常景翔、洪鸞。陳錦春、李來發、林呆呆（前世其名：張家勇）。賀成

明、詹秀月。張小蕙。鄒忠義。張心懷。許旺慶、戴一令、藍達文。盧

欽過、施元榮、歐霖君。張至明。林中明。林永呈。吳吉霖。柯錦春。

柯萬籴。林芮羽。李玲惠。廖年萬、謝木源、羅義松、張寶忱、周榕樹、

邱中台。張展昌、張名田、張修雄、張傳同、張溪。蕭阿國、陳進一、

呂霖亯。章勝明、歐一南、歐至民。張文海。王蔡月桂。張蓮美、白美

章、謝虹珠。林香鈞、張梅蕙。周洞顯。黃瑞聰。陳朴義。陳光榮。陳

宗興。陳溪。陳媽邱氏。陳媽林試惠。陳媽楊李富。陳光祥。蔡森旺。



蔡洪碧蓮（釋會碧）。陳金成。陳董桂馨。蔡來發。蔡陳進治。陳許悅

治。廖木金。林亮勤。潘棠峰、潘紀秀華、楊財清、楊吳真華、賴天旭、

賴馮玲、蘇耿福、蘇林姜會、陳明統、陳吳真華、楊鄭月、楊蘇阿玲、

呂德子、呂張明珠、黃忠男、黃陳秀梅、鄭水海、鄭簡淑珠、呂亮修、

呂陳美芳、鄭一捷、鄭林香華。林志源。陳碧珠。彭秉祿。范秉福。彭

俊治。范光俊。陳折梅。江阿緞、游亯男。程賢斌。童貞谷、童貞純、

童周氏、童貞清、童李氏、童貞由。林致家、賴淑美。林吉雄、林柯秀、

沈水明、吳天峰。張小月。劉恆英。黄廣。黄江切。黄旺條。邱蘭鳳。

黃紅坤。華安惟、廖明誠、廖康氏、蔡期生、蔡章氏、謝仁軍、謝邱氏、

胡富安、胡廖氏、葛邱氏、蕭瑞福、蕭程氏、蔡河凌、蔡孫氏、潘鎮岳、

羅明四、羅章氏。熊天華。張家義。劉有祿。劉慶陶。劉天池。劉尾、

張樹。林秋全。張貴祥。張呂丹鳳。吳添財。方田財、方盛源。方秀娟。

張鄉芳。楊添彬。楊郭弘。魏少朋。林致耀。葛昇盛、謝正權、廖阿勝、

張正華、田泰波、宋賢英、詹至維、呂一郎、謝百成、金士馮、潘保棋、

魏國二、江海宏、方安柱、蔡至仁。邱一錦、邱許姿芋、邱淑芳、邱修

恩、邱耀二。田文交、黃禮炎、許基洋、林班招、羅麟銓、孫錦彬、張

榮山、藍峰明、施興儒、戴天賢、胡源鹿、吳輝中、廖台昌、葛泍揚。

謝平以、詹一德、沈大億、紀真文、田一權、曾珠滿、林秀月、梁錫福、

林澤亯。田傑忠、潘水宇、章華森、羅仔池、段海棠、黃昌福。楊若欣、

孫錦琴、鄭茹美、金枝姿、田月姻、李月兒、許枝宜、林嬌琪、呂絨蓉。

陳壽裕、張宇意、林宇炎、田敏宏、余小禎、徐勺川、潘至富、陸銘晉、



林亨智。杒名峰、賴原興、林忠元、任明珠、呂明秀、廖吉文、金禾富、

紀筆城、詹一祺。江坤宗、楊其東、胡三璋、戴松彬、陳在源、丁一崇、

潘義山、蔡安安、賴香花。俞珍蕙、楊玉憶、藍成茂、藍阿錫、段癸泉、

林容珠、林秀真、呂秀月、呂一森。蔡孄美、田湘芳、邱愛芬、廖碧鈴、

魏東永、陸一招、呂朝笑、詹元啟、張香麗。林秀娟、張珍珠、吳明華。

楊玉憶、高姻珠、陳鳳曉。陳如靜、程雅子、鄭珠紋、蕭頁慧、蔡勤儀、

潘玟美、蔡珍寶、潘珠惠、畢蘭月、劉玲玉、康粉琴、孫鳳春、朱怡味、

陳妙燕、黃治蘭、謝貞碧、陳嬌珍、陳碧枝、黃蘭錦、許妹美、田霞寶、

廖芳冰、程萱美、康如鳳、廖淑女、陳惠燕、廖容娟、江枝鈴、康娟慧、

陳麗絹、畢菊女、陳月芬、蔡碧綢、田梅姻、陳珠宜、畢娥蓉、黃梅芬、

朱錦如、程欣心、許純瓊。邱海斐、謝弘烈、紀名桐、田智煌、吳田地、

邱松德、任正賢、鄭品福、洪成廷、楊秋傑、金上田、羅光習、張任吉、

曾阿印、賴仁名。曾伯懷、廖仁滄、謝村德、許邦耿、魏忠新、謝一政、

劉克成、林好漢、鄭福洲、童山峰、江光城、洪修遠、施治硯、馮民雄。

龐清義、閔秋克、夏素裕、秦怡娘、曾蝶宜、崔順水、蘇育毓、蔣元傑、

于亯通、陳益俊、顧友南、錢峰宜、趙裘宗、申送英、裘琍雪、烏美艷、

邢佳煜。龍祥勳、陳哲博、沈雄子、趙智昇、丁英生、康夙明、林一學。

蔡安珠、羅加娟、邱香蘭。胡坤源、張名雄、施平輝、施仁心、林海洋、

林任政。林小蕙、張女月、林淑芬。李弼居、李楊善敏、李遇、李重、

李秀珠、李眉英。張明祥。呂生業、蔡阿曲、蘇青助、杒發光、施正英、

任毅源。紀梓川、紀胡真淑、紀樹宇、紀子柄、紀香華、紀錦澤。鄭松



輔、詹堂梱、周翰顯、宗明、朱談益、馬穗琪、林堯、趙慶昌。葉勤敏、

黃戰源、石海間、施錦記、鍾軟產、洪任昆、羅育州、梁子華、羅峻生、

賴錦庭、詹中財、馮輝成、楊來軒、丁耀雄、程文萬。許順波、李吉衡、

簡昆火、葛西瑞、李安聯、章明禎、施名哲、曾一組、羅德宗。周飛宗、

許浩水、藍名豫、蔡中真、田彰川、潭洋基、劉元君、張忠勇、林幸原。

邱誠中、歐傳堂、章雄福、廖忠生、陳宗朝、江成功、詹弘名、程毅崇、

江子平、田彩竺、田秀嬌、鄭美珮。章秀姿、鄭月琴、蕭儀珠。戴浩鶴、

毛榮敏、葉桐山、蘇成華、鄭勤河、江月華。陳成功、梁昇果、丁至民、

鄭堅振、鄭一北、李後吉、邱明衡、梁鑾先、江名山、金讚成、金好孟、

鄭一錫、沈偵里、廖新樹、王正吉、沈森樹。章泰修、華錦春、馮一謀、

呂森一、陳俊彰、呂尊貴、江道中、曾懷相、郭敏安、張攸光、楊智名、

潘阿註、魏波澤、歐瑞泰、鍾才子、許琴雅、陳寶琴、鄭軒協、林至任、

許名觀、許義冠、魏中全、賀華紳、施彰富、金明杞、許樹傑、張名顯、

盧富南、邱阿得、張本田、陳文期、邱印雄、金民果、鄭阿進、藍至文、

潘吉文、林致希、許隆雄、戴常榮。王法榮、金洲健、羅立俴。劉祺佑、

黃哲琛、陳良烈。蔡文柱、葉生寶。張光宇、沈政翔。林聖龍。魏明元、

鄭融良、段超明、黃吉對、蘇堯堂、王雄國。張能常。林健一、金春霖、

關民淞、吳常健、任一男、廖記才。呂瑞印、鄭走伯、田財運、石泉水、

丁玄吉、蘇榮松。楊益進、江尚良、蔣星政。黃天祥、林鶴和、林和宏。

廖榮德、潘東欽、田村合。蔡森宏、程春炤、陸銅興、蔡祥設、丁井昌、

馮宗政。邱宏告、宋鴻泉、謝國青、鄭榮忠、陸財文、黃杰位。江沐立、



杒泉泍、許森雄。金忠安、賴明泰、楊建廷。蔡蓉莉、謝牡宜、邱珍美、

章桂玉、白綢惠、田書英、程芬君、蔡宣娥、魏鳳梅。金勤豹、陳代生、

劉來德、蔡出塗、高弘治、呂一源、鄭吉湖、鄭維春、魏文綠。許德育、

鐘正民、張秀瓶、鄭三炎、賴才富、程好山。羅達擇、謝維昌、林安旺、

張喜賢、江至坤、段光偉、馮水源、藍一正、蘇山岳、謝吉鴻、許棟地、

吳一宗、邱定介、詹榮軍、鄭超嘉、金道城、許吉強、潘銘浪、宋明賢、

張任旺。陳忠義、莊文山、馮仁德、杒村旭、陳光祥、李貴淙、王杰文、

劉光醒、張洋文、程昌昕、沈旼拔、羅浚雨、陳良展、林泉水。徐烈淇、

黎發達、陳銘至、蘇光亮、沈其豪、盧忠義、蕭名生、葛小寶、何村豐、

張任新、張東峰、謝忠雄、孫一景、詹阿成、林心月、張小香、林秀瓊、

何珍珠、張秀琴、林秋月；魏保賢、林炎海、賴進豐、張惠珠、謝正豐、

游有財、林明華、黃淑芳。丁滿盒、章吉興、沈祖陽、張財泰、黃寮會、

林彬海、馬至欽、孫展堂、蔡阿密、張一玄、蔣維清、張多容、曾純寧、

陳忠樑。鄭賢萬、詹名軍、鄭財棟、章厚文、潘風正、郭倫福。潘治隆、

潘里連、賴獻仁、許煙發、段中資、謝京欣、陳如靜、程雅子、鄭珠紋。

宋成中、梁炳修、王深範、方正祥、藍裕松、林坤一、田段增、潘中正、

俞珍蕙、程月芬、康娟芳、蕭妹草、蕭秀慧、蔡勤儀、潘玟美。鄭柑富、

鄭程國、鄭邱清秀、鄭香蓮、鄭兩海、鄭明達。許池城、林柱錦、梁鵬

發。賴權德、任正賢、金良樑、呂光寶、洪煌寧、高一悉。蔡枝美、杒

潔素。宋發一、邱華君、羅一榮、丁發川、黃標式、呂經佳、呂柱明、

施子強、呂一旭、邱阿事、周俊合、呂雨霖、邱隆川、潘一祥、施至明。



謝貴裕、鐘民原、楊一埕、紀觀松、溫來財、田盒清、徐秀月、江正成、

呂一標、賴如費、詹光榮、田正發、鄭諺雄、鄭名文、廖會地、江羽慶、

莊廷生、謝翼順、盧雄生、謝浩凱。張源子、黃欽拓、田凌聲、鄭斐華、

劉紋鐵、鄭山銘、鄭柱光、許查錦、藍分堂、廖中名、廖才松、潘三華、

歐民禧、曾允昇、賴光銘、魏寸通、任誠富、施華文、許善皓、江育杰、

盧松山、鍾水國、魏庭文、馮觀通、鄭祥山、詹崇、鄭仁利、許輝東、

謝忠過、程一堅、鄭彬吉、魏仁勝、毛言碧、白宜敏、黃彩雀、鍾慶源、

洪淇源、馮治雄、林山要、童盒揚、魏相彰、許謹一、任運東、王料材、

羅欽權、鄭響博、潘華忠、廖存天、任賢城、黃隆池、施日奇、沈敏輕、

蘇並吉、高畏鈞、藍蘭茵、陳筱美、楊紅珍、林貞娟。魏玉敏、潘花枝、

謝枝如、魏虹鳳、魏秋琴、蔡妹敏、許姿香、邱敏惠、江路祚、章強生、

宋哲園、謝文郎、羅內旺、蘇吉輝、藍業吉、孫地中、詹揚錦、劉郎峰、

鄭熙勝、蔡忠孝、許亮民、黃名生、程獻璋、魏昌清。林香月、林彩月、

何春珠、蔡祥榮、高發威、丁成安、田全旺、葉木尚、丁營昌、邱宗文、

蕭明忠、葛謀煜、張山政、蘇波柏、陸德忠、林孝長、康房祥。張月珠、

謝金蘭、孫秀錦、詹淑芳、魏秀華、林雅蘋。羅宗傑、張一匡、金坤水、

郭升銓、林遠億、金寶興。陳岑文、潘阿波、林明裕、余庭利、謝坤源、

王對榮。詹台志、江一彰、許飛政、林圭氣、廖名華、郭才雄。胡一權、

許六步、吳堯隆。張出名、潘一中。盧祥銘、房忠宗、姚文傑、曾至城。

羅穎文、黄來沂。鄭棋誠、陸桐祥、江况勳。賀壽聰、蔡光源、蘇財祿、

歐賀河、鄭進昇、羅聯彬。莊來漢、藍川騏、潘得水、許瑾和、林淳雄、



戴柏泉、呂雄慶、施喜鵬、林儒讚。陳阿圈、詹秀南、賴亨年、張櫻蓉、

金蘭秋、朱潔燕、魏庭碧、陳珠鑾、林貞貞、朱子桃、邱妙月、許桂嫦、

廖蘭鶑、高雅珍、藍貞君。林香鈞、何秀眉、張凱欣；詹中鎮、石星光、

張頂祥。陳至評、邱中栒、蘇阿權、許三昌、劉良階、金盛言、廖千華、

金吉修、田勳隆、林仕收、鄭二濟、蔡弘根、魏淑玉、楊瑩梅、廖秀妹、

康芳容、張梅君、白琴珊。吳程芳、吳秋美、吳桂萍。金武祥、呂含燦、

徐滿落、黃興英、江仁招、胡杰成。張至元、張淦成、張賢寧、張賴卜

圓、張森忍、張瓊姵、張虹鳳、林雄清、江繡花、張君治、林通誠、丁

一峰、杒興哲、陸昇義、何川難、魏正濟、莊棋湖、潘名紹、黃田才、

呂鎮水、沈登山、陸仁福、程增中、謝義中、歐煜彬、鄭元堂、施寧鹿、

施一郎、余傳存、梁財來、施阿標、鄭川啟、謝昇敏、金田裕、石重天、

蘇長明、鄭春來、廖哲良、金秀安、金生國。魏池木、郭貴山、鄭育明、

曾傑彬、丁勳銘、黃梅忝。藍秀宜、王花雲、鄭婂桂、朱雅儀、陳梅珠、

藍怡娟、陳一虹、杒芬芳、羅輝成、 林國昇、呂全慶、林和益、梁志

意、劉光景。歐名雄、呂賢滿、蘇同修、潘昌樹、林紹玄、邱阿得、呂

平賢、蘇民瑝、段村軒。葉有城、葉一雄、葉德進。段光智、呂宗友、

林嘉桐、盧昌圳、江達鑑、杒勤偉、謝雿勳、賴政基。鍾瑞遲、鍾山洵、

鍾蕙綿。呂秀月、黃怡郡、丁香美。廖二榮、康生華、林見培、廖阿寮、

羅上堤、邱山彬、林舉山。章枋萬、呂慶喜、胡和慶、周廣哲、沈家詳、 

鄭淙海、廖名成、張秀圓、丁名玲、程豪傑。韋木棠、蕭孟芸。顏芳穗。

石芝、苗以秀。廖宏逢、沈水明、吳天峰、蔡福田、吳國恩、張安三、



張英財；劉銓俊、江立財。許清水、呂正祐、丁忠雄。沈先中、施正法、

陳吉旦、江融積、施善祥、任校吉、江雄超、陳全根、杒光德、江淑吟、

丁明月、呂夢華、章合易、張秀庭。潘志忠、呂忠村、張元善。戴堂旺、

田祿萬、杒國哲、程光道、蕭政鷥、蕭財貴。馮文良、魏清偉、陳吉男、

田光河、林寧光、林名庭、羅地生、梁中明、許寒松、歐名華、楊恕實、

呂森德。鍾明永、丁揚自、林峰揚、廖項世、孫香華、段明珠。梁成煌、

林民能、潘一樣、賴茂傳、盧昌豐、許意良、潘佑成、謝重兩、施儒得、

楊正權、王謹澤、廖旭景、歐祿平、陳興邦、曾堂焜。鄭助南、邱名氣、

謝生川、張維道、鄭榮淙、陳至中、丁業成、蘇海霜、黃東非、呂貴穀；

林真雲、章櫻玉、邱婷容；詹一成、邱見坤、胡賜茂、歐和正、潘威保、

陳成澤、高成峰、孫誠陽、施良廣、藍泉輝、許上海、田容音、張錦珠、

王宜貞、毛玊純、林娟淑；梁東子、丁基亯、蔡星助、歐其志、高財賓、

邱泰益、沈秤進、杒材德、沈科融、藍興圻、毛安東、施明炬、金中亯、

邱宗隆、杒至憲；謝素絨、畢琬真、魏秀潔、張康；許阿福、田祺南、

高秋莉；白蘭怡、鄭月雪、畢珠霞、陳宜妙；李成梓、洪海敏、謝忠新、

呂中鑑、許富佑、賀旭富、魏森顯、呂機山、張杰志、施地亯、鄭富傑、

鄭發泰、簡榮洲、洪峰房、蕭浩生、詹彬南、鄭鎮慕、江松利、邱通川、

張輝名、曾光明、周穎曜、邱榮安、周光男、李聖東、梁長文、戴山岳、

梁原清；施川淇、魏聖洲、林鑾月、蔡美鄭、蔡芬珍、黃婷閨、程娥雲；

白慧玲、林德文、廖煌德、田大妹；劉敏欽、蔡成壽、陸谷忠、鄭杰輝、

謝郁文、謝霖樹、丁力城、李進遠、丁興成、邱英謨、杒榮全、歐雄宏、



宋正男、呂光隆、呂遇本、李新吉、毛樵軍、章忠榮、陶賢禮、張昌霆、

羅至允、鍾鳳珠、邱月眉、丁香君、杒茹春、高婷蘭。章瑝來、章榮宇、

章山谷、章香珠、章林惠雯；劉發生、蕭爾季、葛海敏、呂清華、許奉

志、劉成志、蔡阿勝、林月兒、毛一文、蔡中成、陳光潭、丁明清；呂

豐俊、田奎來、鍾評興；邱材欽、葉銓堅、沈昌池、張亯全、丁勝山、

楊之賢、呂一剛、童連平。周詳煥、張立台、廖柑。陳西南、游阿良、

羅堯成。蔡福暌、蔡甘勇、蔡天祿。林光明、潘秋霖、蔡一賢、林正印、

田阿遷、施東西、呂棉；周光男、丁右銘、段東科；周泉財、張翊實；

賴榮正、陳光俊、黃典誠；鄭忠益、徐名都；余能和、余呂一幼、余耿

業、余銘凱、余翠敏、賴在正、賴生展、賴江容月、蕭成憲、蕭一騰、

蕭丁阿真、蕭華傑；魏運便、羅吉祥、程一銘、王榮勇、江光隆、鄭奕

和；許淑月、蔡娟娟、張名依、林庭庭；呂碧月、許天藍、林香英、金

文娟、林麗珠、丁佳玲、張錦玲；梁純秋、詹欣玉、賴秀麗；高秀女、

李素貞、鄭文月、楊明珠、馮淑芬、詹梅花、許宜寧、吳春蘭、馮千千、

潭淑怡；張海廣、黃銘欽、邱明亯、潘正星、郭松源、魏才傑、梁和風；

劉進森、馮隆宏、謝水文、張杞耕、林松郎、張雄明、周阿旺、沈一巴、

許明同、田水泉、謝宗景、黃明堂、謝旺隆、馮盛年、劉牧生、羅年基、

江文彬、周承正、徐崇達、鄭出志、賀日正、藍阿富、葛少才、馮志府、

鄭啟慶；羅一冠、邱松華、田良仁、卓阿標、高桐樹、林勝利、潘華正。

廖華長、呂發順、江成祥、黃光德、蔣正銘、劉晟益、陳源然、江德振、

楊盛顯、張順興、黃招元、張廉宏、廖正志、李庚述、李大宗、黃光瑞、



陳源純、丁印章、蔣慶松、張西海、張觀元、孫永恩、丁欽安、陳進水、

吳銘遠、黃良輝；張銘吉、鄭安華、江吉出、蔣洲鎰、張雄連、吳廷泉、

沈位誌、蔡華彰、蔡水中、吳洲麟、曾華輔、江光標、廖一村、曾成安、

劉能生、蔡真娟、孫花憲、丁聰興、蔣雄承、陳淑怡、沈瑞真、丁珍珠、

李香桂、蔡芳妹、蔣春珠、丁淑勤、馬淑芳、賴月桂；吳恩全、張安三、

曾立標、張隆然、劉要全、廖祐哲、吳德順、吳民正、廖宏逢、黃基新、

馬正堅、李欽潭、楊水勝、劉象、劉炫池、沈享備、廖細洋、 張全中、

章中華；康小橋、梁興日、郭文堂、張墩發、蔡作興、歐和甫、黃翰銘、

陳年豐、蘇博財、廖冠過、吳景進、張清芳、張月珠、曾金蘭、劉秀花；

林香月、張君雅。方秀月、廖家純、鄭珍珠、林香香、張麗美、陳幼芳。

張賢烈、許綸雄、魏祐源、盧名禮、蔡榮友、歐鶴成、張梅君、白琴珊、

程芳秋。許順民、盧城豐、馮名正。程玉欣、林秀月、許真真、毛秀珠、

鄭淑真、蕭彩如、藍月欣、蔡婉麗江鳳微、田儀燕、鄭珠紋、邱秀齡、

黃阿蘭、朱淇玲、歐正恩、蕭成益、林隆英、江麟輝、呂祥育、賴忠孝、

張致浩、魏乃雄、詹玄曜、楊士銳、蘇一勳、蕭浩富、金雄國、蔡安忠、

詹基串、馮學達、蕭岑武、張發重、賴名原、盧至安、孫豪雄、任銘一、

施漢榮、孫元成、羅寧忠、江勛俊、蘇祈安、馮生昭、許三至、張祥見、

藍宗攻、葉嘉成、蕭良岑、高盛敏、許元文、蔡宏微、潘貿雄、馮暉來、

許一偉、馮昭癸、許良誠、余智昌、徐明池、魏豐魁、任俊全、羅結雨、

鄭恒樹、盧田貴、張中璋、蔡輝翰、宋遠仁、潘華生、廖家慶、江沁榮、

賴坤奇、林中壁。蔡惠嬌、黃娟娟、邱月容。劉媛玲、蔡萱香、孫卿喜。



楊坤家、呂富貴、胡阿政。連福賢、潘啟賓。胡勝道、梁益欽、高昭泰、

歐億成、李仁關、孫源揚、呂富華、許竹木、施揚義、蔡輩元、許茂慶、

歐正恭、蕭宏銘、廖樹男、魏一練、林真艷、林畢璇、魏慧英、康春霞、

楊鳳君、朱月娟、林容妮、孫芳美、程蓉慧、章霞娥、羅滿文、林貴甲、

楊本木、鄭賢夫、葉細安。張志堅、林月亮、黃河鄉、黃金田、林園地、

陳年華、張香君、王國家、何處長。邱瑜美、許蘭英、李如玉、朱淇玲、

陳芬敏、葉霓杏、魏桂霏、黃芬君、黃秀芬、林玉琦、孫枝玲、蕭華品、

林月鳳、林枝紫、林秋宜。蔡鶯娟、杒萱水、黃秀枝、康琴蓉、 魏秀

珍、黃嬋秀。許輝端、周彥宗、黃光星、張萃維、藍中員、謝海鎮。呂

一旦、石年輝、許昌火、潘法忠、康民水、蕭壽亮、羅魁宏、邱生財、

施海松、賴中波、謝阿治、歐名堯、潘鳴聯、施旺意、賴忠臨、劉正義、

郭德標、廖豐中。呂夫名、葉州州、林專修、高訥元。林豪華。劉毅龍、

華崇堅、盧德熙、劉堂基、金明博、陸承進。江揚根、陸偉晏、陳璋政、

黃武然、蕭城陶、蔡鵬峙、高堤祥、林天佑、黃秀庭、郭鐵杉、鄭吉拓、

邱坤彬、蕭忠水、邱文德、邱一漢。謝全穩、賀民隆、江東振、馮中意、

周有堅、杒明吉。黃明葉、吳至郎、張全阡、蔡水章、紀景達、歐光隆。

李裝坤、鄭梧宜、徐深子、藍敏征、盧荃劃、謝一曜、廖二溪、宋孝喜、

戴名德、魏秀芳、郭妙鳳、藍月燕、鄭梅蓉、王瑄祿、高燕瑜。任至隆、

馮一進、謝政紹、魏飛遠、戴中亯、賴源福、高其遠、張印明、鍾元安、

許阿德、江智良、蘇蓋坤、蘇財堅、田有相、賴一天。張資欽、鄭勝祥、

高儒泉。蕭宏慶、許阿萬、盧閣展、劉勳山、葛一里、謝飛鵬、戴至文、



許台義、章風華、廖全華、江錫卜、詹含銘、楊福海、馮源興、林華津、

鄭秀錦、呂整勝、黃光相、王况彬、羅紹騰、廖哲擎、廖一哲、盧名次、

高德材、劉國榮、潘浪巍、江沂塗、高冠生、王明壽、丁明集、田香君、

潘事賢、賴永吉、廖好基、田雄雄、呂秀珠、金宗岳、康味星、蔡惠嬌、

黃娟娟。鄭保亯、劉成通、杒榮益、胡西文、張泉建、王宏文、周松樹、

陳滿輝、許吉差、張光英、曾吉偉、蕭正善、江名英、施家豪、蔡素美、

林一中、陳家鄉、許銘泉、歐析仁、鄭忠順、賴健重、賴宇早、田華云、

張一隆、江查峰、張溪彰、施國濟、蘇明柚、蔡訥杰、任名鑫、方再來、

林維光、呂中雄、許成輝、杒喜福、郭迪標、程豪堆、施成鈿、梁興府、

鄭德才、鄭進幼、黃浚貴、蔡盛代、田亯泉、丁換爐、黃邦德、孫發桹、

葉一迴、林阿杰、高炎昌、江中義、沈至碩、鄭利建、程英意、蕭成賢、

劉亨興、鍾定紳。程又田、潘正義、葉彰炳、鍾明淳、魏浣俊、陳合雄、

歐民鴻、張開元、周梓東。莊雨允、魏勝期、杒池權、謝維山、黃早一、

胡財裕、劉要敏、田仁彬、藍清堃、唐春進、金召賜、李維鈞、呂煌德、

邱名嘉、許崑景、賀璋明、梁一福。潘啟肇、賴中正、龍吉綜、廖森河、

金三密、李治豐、余英壬、周海雄、呂銘魁、戴竹哲、林祥暉、楊雄德、

黃園哲、郭坤察、楊義祺、馮通明、楊源滄、蔡南杰、江錦文、呂仁權、

賴清揚、金一千、魏明津、高娟桂、方蓉燕、鄭玟如、李香霞、李曉綾、

林美釵、魏雯欣。藍慧彩、楊妹儀、朱麗綾、廖秀桂、潘燕茵、杒香絹。

張河偉、鄭璋成、林浩世。任正學、紀南展、潘秀蘭、黃展棉、邱木榮、

羅鳴堂。林欽中、葉香悅、江誠彬、張水生、楊平榮、陳秀珠。丁修智、



邱源達、鄭俊奎。沈一中、施豪遠、陳吉旦、江融積、施善祥、江超雄。

呂勳吉、呂魏猜、呂香娟。盧輝里、林至堅、金生華。戴偉國、呂強揚、

盧新月。鍾荃隆、江正義、楊明村、蔡明松、邱降仁、鄭生森、黃玲梅、

蔡蘭錦、施在心、馮德柑、田阿才、章一正、劉花素、劉惠盈、朱慧蓉、

藍琴枝、張志強、張旻橋。林明英、林泉光、葛得中、宋澤、林蕭妹草、

林玲霞。黃碧琴、楊英婷、蕭蘭玟、許桂嫦、呂元明、金宇源、莊敘興、

呂興合。田旼盈、陳梅儀、康綾子、陳佩蘭、張蓮美、白美章。陳仁添。

呂川敏、楊源致、賴阿在、洪祥遠、許一傑、許上村、丁至國、張培榮、

劉淯旺、簡宗柄、邱奇堂、盧士翰、陳一東、沈正典。黃素芬、陳素月、

朱玉姿。邱英榮、段西誠、戴富昭。許文源、周文士、祝理中。金春財、

邱傑勝、田成英。蔡柏修、呂雄修、蕭榮富、許增來、盧滇村。蔡枝娥、

黃鳳純、錢珊珍、程姿慧、魏貴菊、謝名京。邱錦展、藍明樹、江光偉、

黃次木、金鳴輝、馮彬勝、簡宏欽、黃裕仁、呂山岳、劉一達、許敏漢、

呂亮森、張中發、魏南亯。林廣中、張明鄉、施富豪；杒元宇、馮忠廣、

林益雄。孫國中、孫木盛、孫吉步、羅證明、江拿哲、詹正男、周慧桃、

蘇枝芬。童琴汝、黃英玉、潘貞菊、黃惠鈴、曾慈鳳。陳華儀、廖蘭鶑。

馮中銘、陳占中、施正港、程名雄、鄭子若、楊滄松、黃源幸、林海益、

江益和、潘發慶。呂經佳、呂柱明、施子其、呂一旭、劉毅龍、華崇堅、

盧德熙、劉堂基、金明博、陸承進、魏輝健、林輝文、潘任水、德雄泉、

林銀子、江宗得、林富滿、孫平仁、孫原德、段季慶、周一飛、許浩水、

藍正豫、蔡中名。魏輝健、林輝文、潘任水、林雄泉、林銀子、江阿得。



蔡珍寶、潘珠惠、蔡枝美、杒潔素、康芳容。金一望、周俊岑、徐智微、

羅天右、徐茂隆。鄭錫錦、胡進儒、魏鶴元。呂文峰、呂名容、許福展、

施火屏、詹安烈、鄭來成、蘇來厚、楊華成、梁銘盛。廖容容、魏敏香、

朱嬌禎、黃宜春、邱雲玲、章桂霞、黃女玉、吳青娟、程玉珍、魏素桃。

林安名、陳銘中、鄭清水。林香月、胡娟娟、林志氣。張林木、鄭光輝、

林梅梅。柯正通、林盧火、林安任、沈平安、張至原、鄭中華。林雙雙、

劉蕙綿、林貞華。林能雄、鄭成通、吳永富。林秋霞、張青月、何明明、

陳永田、張月光、林詳生。盧香蘭、孫景月、林小橋、簡碧珠、林月嬌、

楊秀琴。林政新、張湧泉、何阿潭。吳三均、陳吉明、何傑俊、林中堂、

劉名春、林發財、張光輝、林光隆、張家盟、李光雄、章東輝、曾明通；

陳明煌、張寶炎、林松宗、何家雄、曾光仲、魏名宏、陳進京、林特招、

張至恩、林鎮年、張一駿、林村添、蔡中原、林忠發、張城重、劉光廷、

張文彬、郭凱君；林東任、陳湘華、林中吉、陳家明。黃名子、張平誠、

林一夫。林進民、陳銘讚、鄭四維、謝桐樹、楊隆池、高旺明、陳家明、

施一仁、蔡財裕、柯宏元、毛智堯、蔡一維、邱吉旺、田穎忠。段中益、

賴淇町、周木文、謝北田、謝時樹、高一涼、戴福財、魏祥士、林秀珠、

張鳴鳳、毛柱寶、蔡全能、黃秀琳、吳華枝。張中志、張許月瑜、張媛

玲、張寒洲、張萱香、張卿喜。田滿華、金宏武、蔡炫德。蘇世換、段

國欽、呂河治。許水源、江田裕、邱明吉。金月華、江黃慧、陳妙燕。

邱中男、金孟宗、郭勝利。郭中權、林海業、魏一統、蕭樹財、楊福發、

金溪駿、蔡期逢、丁生堪、歐家明、金名科、鄭梓仁、鄭家灰、施致城、



呂代華。賴相鎮、劉阿勳、林治峰。楊志管、鄭道銘、丘德潤。呂強揚、

盧盛超、蘇隆傳、吳賢志、蕭成文、魏安洲。李飛彰、馮木過、郭光義、

金有田、魏香如、朱月琴、許綺悅。藍賢交、高調年、林昌庸。羅旭貴、

潘學盛、蘇統瑞。宋新宮、許昌佑、邱弼治、宋志傑、潘學庫。李標明、

張烈敏、李清銅。沈合欽、馮富池、張一仁。江池辰、邱頂柚、章永幸。

高蘭秀、黃欣珠、鄭秀珠、邱芳妹、林君子、章雪瑤。梁財福、黃滿宏、

施陽紹、潘一炳、蔡月鐲、金仲海。賀文盛、許標貴、謝佑峰。鍾一和、

林中慶、呂安東、江應俊、詹一存、程連煌。簡隆智、鄭月敏、陳秀惠。

周木松、杒正安、陳迪亯、廖山川、羅憲仁、林杰穎、林阿泉、李一華、

羅丘朝。蘇珍珠、戴添淳、胡協雄、羅月女、高直安、黃堂順。康富夫、

康張意合、鍾憲忠。鄭一祖、張心竹、林阿虎。歐銘貴、周宜華、林一

凱、黃福業、張健文、詹一進。羅淑蘭、張愛素、林素池、張蓮慧、蘇

珠霞、林妤花、黃妹敏、陳麗玉、陳春琇、詹秀芳、林鳳英、李賢力、

劉仁民、陳克良、石逸坤、陳彥榮、李平安、羅一雄、林成建、陳天龍、

徐景勝、蔣佑台、林發樹、徐成昱、林財瑞、洪良數、陳添岳、林生逢、

鄭旭光、丁英成、吳迪好、張郁重、李佁修、劉倍原、潘中郎、陳吉順、

鄭玉敏、蕭梅韶、林玉春、羅嬌玉、孫慧娟、康女春。魏德健、金一峰、

羅果中、羅財裕、黃至權、張棊科。邱怡靜、林珺卿、林玲玉、康淑芳、

高媛嬋。蕭秀慧、魏淑玉、葉霓杏、林香君、詹澤漢、林木鄭、潘成錫、

李謀能、馮恕貴、呂吉收、章長步、程明喜、梁樹生、邱雲漳、謝祺旦。

林季勳、許郭玉嬌。許正慶、周榮喬、林棟密、陸蟠川。田忠仲、程子



君、劉坤榮、田山裕。康粉琴、孫鳳春、朱怡味。黃班良、羅昇南、康

堅豪、吳碩義、戴中慶、徐一基。羅泉水、陳明和、田營昌。康月如、

林貴賓、鄭阿國。林富滿、孫平仁、徐山烈、龍城海、陸松綜、任英維。

歐而壹、葛紳福、馮源生、林宏村、周盛邦、陳生勝、程元招、張瑞德、

詹閣芳、劉明天、林希瑞、林韋來。羅中雄、余一元、蔡住堂、許秋癸、

鄭秀瑋、宋阿觀、莊一草、蘇斯文、呂文棋、劉珠環、歐志駿、蔡森益。

紀梓川、陳一數、胡行錦、鄭章杰、歐月珠、尤鎮政、鄭傳節；鄭銘久、

丁甚鋪、許茂正、蘇六學；章合易、張庭武、孫年光、廖平坤、施廷暉、

謝名雄、許清平、蔡興雄、呂輝影、吳佑志、梁光欽、張至崑；陳全根、

杒光德、江全吟、丁才忠、呂光華。吳真蘭、蔡鳳蘭、廖香香。鍾望穎、

張慶常、馮變榮、羅聖正、戴明祥、蔡豪序。林家強、林達義、林源文、

林政員、林朱青白、林琦瑩。盧鎮首、林鐵期、龍台誠、馮棟裕、張潤

中、梁啟富。魏日賜、許鳴定、邱名擇、王全盛、林杞元、羅水樹、張

元伸、江閃宗、葉容水、林遵朝、宋中正、鄭明凍、章吟傑、陸明隆、

蕭谷生。魏興柱、賴天槙、詹亮書、丁西福、林松柏、蔡維隆、徐正法、

陸阿奎、田弘英、蘇興隆、謝祥成、戴明力、孫宏昌、陳水全。呂昇雄、

陳正丰、江榮杰、郭名中、盧一順、梁魁中、潘中文、藍心彬、章昇庸。

陳香青、陳杒綾玲、陳蘭真。楊如琴、章英雲、魏秀珠、呂中名、張志

強、程月芬、余細楷、謝國華、魏寶藝。田絨枝、章娥娟、蔡枝妹、田

茹美、潘淑素、藍珠滿、朱英琴、程蓮君、謝鳳春、李文菁、王瓊嬌、

蘇今佩、廖鳳怡、何嘉蓉。邱珍絹、朱珍華、蕭玉枝、高芬枝、高霞儀、



高美珊。卓英雄、方文彬、劉重雄。宋穗群、施有哲、梁鶴華、金彬森、

廖騰岳、蕭彬貴。林月貞、張志強。林傳喜、林阿祚、林田華君、林家

月、林英雄、林豪修。林素雅、何秀花、張淑芬。高一勇、高正堂、許

阿融。高華欣、廖宜儀、馮堂昌、胡良明、蕭慶富、郭老吉、葉好明、

廖齊進、呂立裁、邱昌堂、鄭夫過、金寧豐、王享良、林重旼、許仁宗、

蕭銘敏、林魁喜、周雄忠、鄭恩勇、詹郎計、林明擔、羅貴仁、金庸志、

鄭名台、魏政資、莊青界、蕭鵬馴、程明勇、林法春、葉心焜、丁名醒、

田群雲、葉盛堂、潘翰俊、許正數、謝忠虎、朱境杰、馮一鎮、張元弓、

羅正寧、陳來元、高全哲、林要成、謝成郎、杒顯忠、余洋田、任國智、

程一瑞、丁光祥、陸秀綿、施秀凡、徐月霖、羅勝裕、沈吟年、梁治振、

許和亯、林雄志、周育申、賴一傳、江武文、潘元光、呂榮源、江富運、

莊貴仁、江忠孝、詹發道、葛昌誠、葉和生、盧榮智、施聰清、鍾文場、

程鳴達、蔡中遠、葉雄亯、胡志明、蕭昌祥、葉鋒有、周光榮、楊風根、

鄭享仁、沈永環、許旺賓、沈統年、賴明道、魏阿富、黃瑞杰、鄭喬玄、

劉朗嘉、蕭蔭仁、許添敏、施泰錫、宋招洲、金成明、華瑋宗、林權揚、

陳武展、鄭進重、江澤德、王群忠、魏華步、謝至迪、林一仁、許良機、

廖富政、潘賓坤、 陳喜子、詹水源、黃奇環、賴科城、許一佰、田遠

紘、林一清、蕭銘義、高一盛、施元郎、田賢炆、蕭一崗、劉傑土、許

一勝、許忠財、楊新禧、施霖振、陳鈞青、魏阿根、邱大遠、賀昌財、

沈英鴻、楊建作、林興資、沈光文、丁州璋、賀茶昌、田湘芳、邱愛芬、

廖碧鈴、邱阿緞、廖蓉玲、白明月、孫容紅、江鳳素、程惠香、陳全杰、



孫政亨、林俊根、鍾火中、高川雄、許昭德、鄭村盛、廖法旺、丁勤來、

梁名仁、孫宗瑾、王河爐、蔡生竹、梁阿錦、許中華、潘陸洲、蔡治毓、

藍昌逢、潘銘世、廖能生、鄭法倫、謝老旦、陳長旺、陸名祥、鄭宗事、

徐居文、金坤明、林進亯、劉發財、戴仁中、藍名津、賀志仁、許隆倫、

呂塗池、廖水陽、田羲慶、周貴義、曾基相、施鳴雄、藍本行、羅文煌、

歐阿麻、金名析、邱春棟、呂全西、賴德樵、戴文思、黃順屏、黃阿財、

王個德、李昌健、廖山耀、謝生華、周樹模、歐強運、李存英、邱凱昌、

蔡祝鈞、蔡澤吉、高一料、張阿義、葉智宏、程正男、江名世、蘇安文、

田至意、羅來聯、楊宏盛、張家仕、魏明學、林州芳、段英東、江凡田、

賴時誠、陳虎柱、林名吉、鄭文雄、梁智本、周福昌、潘少洲、胡光耀、

徐義中、金成村、許名清、張英華、江松紹、魏一濤、謝平南、廖實業、

賴智昌、潘宏霖、許禮務、歐家豪、田入興、羅正華、余義宕、陸池律、

羅源山、高欽門、謝雄堤、洪東福、許伯城、江文原、賴光治、馮華秀、

許岳松、田沅土、鄭戍亯、任欽木、鍾名義、丁興城、羅賢俊、任正彬、

鍾校東、謝珠美、田雪采、蔡時蔚、藍政白、陸郁國、廖維山、蕭家任、

施錦祥、賴盟期、吳捷生、宋凌發、田献鋅、潘論榮、葉治善、王大寶、

孫標堂、蕭宏男、戴聖偉、詹堃宏、施名育、許進有、周標基、丁進春、

賀樹翔、鄭葆世、田亯文、鄭義全、田名財、梁志雄、柯重遠、林大弘、

田達和、金水山、葉仁得、賴木民、鄭棟火、藍啟瑞、林焜榮、林榮賢、

藍齊進、陳和賢、蔡照宏、張真華、張冠大、王舒敏、任城柑、張任霆、

呂淳勝、金博達、施健俊、藍村國、羅欽會、馮雄均、鄭奕旭、胡閔益、



詹中海、鄭明光、呂光杞、陳生文、徐然德、鄭光榮、盧利雄、魏來福、

蕭發仁、金宏煦、黃兩源、程萬俊、章生塗、尤雄登、華友靖、蕭榆串、

林農健、吳立况、馮元換、呂旗福、龍東宏、呂一昇、賴南昌、楊清軍、

呂崑旺、程水勇、呂廉子、胡裕繡、莊楨顥、陳松崇、馮淳誠、呂喜琳、

蔡念英、林華、江黃慧、許喬國、謝中昌、丁正雄、李勳南、蕭昭德、

施貴華、張一男、梁通展、林埻堂、蔡載霜、黃壽昌、胡原男、賀南峰、

賴松炎、楊稪盟、章松祥、葛橙興、許誌堅、程修男、戴君場、任弘春、

毛玲霞、毛幸香、朱妊娥、葉秋慧、鄭貞珮、黃憶霞、林靜儀、藍月燕、

葉琴鳳、陳潔素、吳錫珍、蔡蓮菊、謝美白、陳秋慧、蔡枝娥、黃鳳純、

錢珊珍、程姿慧、魏貴菊、蕭長儒、潘日得、高備霆、陳棠得、高仁郎、

林進相、鄭祈敦、陸德森、陳一德、紀過智、施哲生、龍源庭、田祈意、

黃宇陣、金一絡、鄭成夕、葉一禮、魏阿秤、呂旭草、蔡祥雲、戴川和。

鄭棚忠、孫郎玄、呂名英、盧正奕、張堅道、賴必桐、蘇森林、胡東銘、

段宗奎、陳分有、林勳昌、沈又易。沈福榮、金基平、李一彰、陳豐年、

蔡明政、周武華、魏超云、周清來、羅順春、吳政雄、江凌華、呂松車、

林民雄、劉涯禾、張醒瑞、田生仁、吳生村、呂放星、林德超、蘇吉哲、

宋源增、丁旺明、宋發昇、胡志才、沈福榮、金基平、李一彰、陳豐年、

蔡明政、周武華、魏超云、周清來、羅順春、吳政雄、江凌華、呂松車、

林民雄、劉涯禾、張醒瑞、田生仁、吳生村、呂放星、林德超、蘇吉哲、

宋源增、丁旺明、宋發昇、胡志才。紀蔭財、陳富裕、江體年、林一源、

胡志豪、林厚慶、孫炎深、江民祥、王旼勝、邱娟珍、田一聲、潘文貴、



田治訓、程煥通、高妙純、朱霓貞、高玉宜。廖中輝、祝屏郎、郭明智、

盧來日、蕭雄樹、黃壽浚、袁三祥、劉祺飛、廖又霖、賴華中、鍾地平、

江彰利、任賢明、高文瑾、廖桐男、林順村、鄭中一、蔡賢峰、呂文君、

林重曜、詹山水、江拓德、邱為錦、邱森英、周岳寶、沈免洲、呂來亨、

葉草全。馮忠廣、林益雄、曾明尚、呂和其、 田祥輝、林成學；謝霖

生、謝阿成、陳河進、張成功、羅民溪、江至良、戴足原、杒元宇。杒

綾玲、程蘭真、劉華中、賴哲銘、周長政、蕭竹源、高傑雄、李名精、

陸一壁、杒訓榮、張名程、黃英基、郭微文、宋山昌、賴忠成。蔡淑雪、

黃子芬、魏風雀、陳妙蘭、潘花珠、杒英珠、徐光柚、賴祥耿、陳竹憲、

胡亮福、康堅忠、蕭表國、房豐青、梁好里。蘇博財、廖冠過、吳景進、

林圭氣、廖光華、郭才雄。江民政、江陳秀燕、江阿忠、江承龍。金過

旺、任至德、 劉一振、鄭輝孟、羅月梅、劉淙諾。陳吉男、吳真蘭、

蔡鳳蘭、廖香香、白蘭怡、田光河。黃女琴、程枝蓮、林玉桂。林香花、

田貞淑、張佳芳。邱顯玉。王展維、謝阿焜、黃福吉、張吉和、馮一煌、

林宏軍。胡黃川吉、藍名亯、謝成功。香珠、張翠華、魏秀庭、江明珠、

鄭秀嘉、林淑芳。楊世隆、葛堅源、潘宗敬、蔡華娥、黃春萍、康菊韶、

高妹桂。謝騏政、蔡東紹、梁中華、沈財寶、藍本行、謝至欽。林一尚、

潘政武、段中亯。魏吉子、呂勝隆、魏生敏。李亯誠、潘來禮、林和錫、

丁源裡、沈中源、江生回。楊旗雄、郭料興、金村彰、蕭香蓉、張好福、

許玄夫、江祥達、黃治蘭、白娥美。盧彥昭、江開禮、周一時、潘珠惠、

畢蘭月、劉玲玉。羅銘敏、歐錦昭、呂有彬、鍾祥浩、張田助、張芳堂、



郭雄校、江圳雲、鍾易祺。楊歌雄、張德子、呂一維。丁中政、孫洲清、

曾一河、張英珠、江立財、蔡是福。邱彰安、江過明、田力曜。胡忠海、

羅樹宇、呂子強。羅青坤、丁光仁、廖沁河。張銘杰、施榮廷、許志麟、

周思飛、魏利政、郭吉榮、葛榮煙、羅明東、謝鸚明、羅一炳、畢蘭月、

劉玲玉、廖妹決、高發臨、許基夫、詹全郎、林名機、張耀泉、許發東、

江良凰、陳月珠。李俴作、歐詠祥、賴昌宗、鄭法至、林廷昌、羅一池、

陳存鋅、歐賢錚、林和文、廖水棠、杒聰樑、張炳輝、丁三強、曾星務。

程安文、段和曜、王和中、施名修、謝阿富、江太明。江阿樵、邱如榕、

魏一濁。田銅發、陳溪明、歐崑進。謝慧娘、蕭米枝、邱珠鳳、鄭雪珠、

許禎琪、康芬琴、王小素、林貞玉、呂桂珠、廖麗女、許明運、鄭裕業、

魏捉峰、王慶寶、施登文、詹然雄、許多建、陸初說、鄭忠慶、蘇口亯、

周成料、梁棠富、徐右和、羅先過、邱文賢、丁華助、簡彬雄、呂有陽。

蘇文華、羅在益、許里元、程三洋、呂仁興、羅池謙、金誠榕、邱齡錫、

李岳木、程松相、賴成謀、邱克超、江岳埻、田倫政。蘇生隨、江涼華、

鍾宇福、林釸肇、曾哲潤、潘洲顯、謝暖祥、詹錦倫、黃山俊、馮安泉、

陸川雄、歐發財、鄭中和、鄭旭業、陸一滄。孫嬌秋、高夏英、杒真鶯、

陳盈寶、陳諭芳、邱儀枝。鄭和部、黃瑞灶、林星中、戴正田、邱慶和、

魏國峰、黃布洲、童田裕、蔡至旺、許名法、陸一修、葉三伸、馮阿部、

潘雄宏。蔡出旭、呂一忠、詹致常、藍青田、張傑村、廖至豐、曾名宗、

許錫誠、羅水泉。吳銅、楊秀清、石達開；陳嘉平。江檯炎、宋春尚、

宋郎廷、李政華、謝乃隆、楊山寸。呂治文、蘇昌賜、施勇華、林家家、



劉細輝、江松杞、潘詳治、江富果、詹川型、羅成對、戴山良、杒一中、

程雪瑩、何香春、邱曲齡。江修靖、羅維旭、江任庸、林助森、歐鳴富、

朱成材、藍柱梓、葉湖年、許福誠、陳名景、金名覺、葉全彰、郭維峰、

紀至鵬、潘家興。賴發忠、程學慶、林哲賢、任家益、藍毅禮、蔡一進、

賴致隆、康惠梅、余柏德、葛嘉租、陸克民、張陽雄、魏德子、潘香雨、

徐和津、鄭正雄、簡璋健、金泰招、陳良原、歐桐泰、莊定東、曾至村、

張權仁、林過生、張道訥、鄭福昌、葛遠東、謝徑賢、鄭舜滿、楊炎億、

康中名、羅然安、孫正良、蔡雪枝、廖玉佳、徐生元、鄭秀豐、馮泉海、

蔡華賢、丁會澤、簡河禮、張蘭佩、田儀珠、陳妙秀、馮德典、謝忠華、

蔡翼好、邱男平、金堂仁、魏祥燦、沈峰明、羅書隆、潘學坤、鍾名濤、

呂一儒、許育國、黃秀蘋、蕭花枝、陳蓮雯、高貞凌。胡一中、田雄堅、

戴光景、詹正誠、呂擔、馮竹海。鍾忠孝、鄭發新、梁忠壽、任泰氶、

賴秀珍、宋真華。沈至材、魏中立、黃興勝、沈一全、龍仁中、許賢仁、

葉正維、蔡名洲、廖元福、田見順、賴旺献、梁雄修、 蕭樹賢、邱阿

癸。蔡名過、馮振望。毛七。林琴容、杒小盈、林瑩媚。陳義向、陳何

美欣。余宗興、康岳域、劉堂熙、方一嘉、范蒼和、楊松其、范源道、

江滿慶、石蒼緒、林願文、陳理志、魏玉鳳、何月美、朱銘德、朱興錦、

朱薛秀珠、廖應演、廖正爐、廖騰麟。陳暉煌、邱義樺、蔡儒祥、洪幽

全、簡震禎、吳蘭君、陳欣碧、廖翠蘭、廖佩碧、孫玲苒。呂保艦、洪

傳明、傅重南、董永賜、梁政興、黃仁政、蘇鸞昌。楊盉、褚大功、李

桂。程王彩玉、陳純芳、田筱蘭、陳昆有。蔡金秋、鍾菁佳、侯宛霞、



陳彩菊、楊林秋琴、翁發傑、張揚華、王中華。劉雅和、陸宏浩、徐王

美英、陳樂興。東天杏祥初級護法神。東天義丘真人。梁裕誌、程復榮、

張見代、潘興森。李玉芬、丁玉琴、蔡文學、武舉玉。林君潔、花枝琴、

陳惠妮、章祥廷、曾嘉明、高俊霆。李泉興、林又健、鄭一樹、葛成炎、

魏觀田、魏文泰。蔡珍寶、康月琴、陳哲世、鍾風川、蔡祥憲、陳妙燕。

邱悉健、梁位文、李錫世。蘇昇嘉、胡堂壽、蕭水樹。潘銓光、高誠仁、

江和達、戴南華、許雄敏、傳耀湖、葉明生、孫至統、鄭霖維、鄭魏月

娟、鄭海興、鄭良滄、周又欽、徐水村、廖修旺、詹阿順。賀欽澤、陶

名華、徐庭志、高泉宏、張安理、程世安、洪文政、洪群平、孫進利。

曾家宏。曾氏林淑花。曾阿志。曾氏楊明梅。包鳴。鄭東海。楊繡花。

林民東。韋亦恭。許壤。黃一修。呂林亦好。陳趙明妹。甘小柔、吳志

豪、吳小湘、郭昆山。魏嘉東。莊文欽、蔡火木、陳清隆。朱張松。許

冬水。許張英。許金發。許呂阿蔥。林明中。胖胖。林致雅。朱爐妹。

張志祥。張慶遠、張林秀。王小中、王沈月兒。林明海、林黃珍珠。王

乾金、王彭鏬妹。烏喇那喇氏﹒阿巴亥、汪容之。張花美、謝玉娥、呂

梅琴、鍾春月、鍾櫻珠、廖麗女、黃女琴、程枝蓮、林玉桂、楊妙錦、

毛慈貞、蕭鳳愛、康晴月、蔡莉香、程珍貞、蔡娟杏、吳海韶、魏庭碧、

陳珠鑾、朱子桃、高娟桂、方蓉燕、鄭玟如、李香霞、李曉綾、林美釵、

魏雯欣、邱妙月、黃玉美、高紅倩、陳粉曉、康如秀、程莉利、張容柔、

高雅珍、藍貞君、許月瑜、康娟芳、毛幸香、朱妊娥、葉秋慧、鄭貞珮、

黃憶霞、林靜儀、林香鈞。蘇珍淑、黃琪芬、黃詩枝、鍾綉珠、蕭霞秋、



蔡芬珠、呂菊菁、田綺瑚、程婷芳、鄭貎雪、 程琴枝、王星怡、林儀

英、蔡月璊、邱蓉蘭、程蜜戀、魏秀春、蔡鳳玉、魏蘭妙、高妹娥、呂

嬌眉、劉圓珊、程華梅、張阿蜜、許怡月、章枝真、康玉瑩、林絹蓮、

劉玲萱、林秀蓮、鄭藍真、魏芳美、黃素芬、朱玉姿、陳香青、楊妙錦、

程美芬、毛碧雲、章霞玉、章美鳳、康珠燕、廖梅鴛、程蓉敏、邱儀慧、

蔡玲媛、黃菱香、金霞枝、毛慧宜、高玉如、謝雯鈴、程彩琪、呂貞蓉、

黃榕月、孫素卿、高媛蘭、蕭敏霞、毛錦美、田梅惠、田萍雪、孫美芳、

邱珍雀、毛慈貞、黃月芬、田珊琴、程芷雯、陳珮珠、蔡麗雯、鄭媛卿、

魏阿香、章芬琴、謝甜秀、藍如秀、朱英美、田宜里、楊華伶、程惠姿、

蕭娟珍、楊美幸、藍鳳儀、楊粉琴、康麗菊、呂芳慧、田娥束、杒美香、

田媛婕、畢娥春、白英枝、廖萍玲、畢雯淑、江秀紅、謝盈慧、黃鳳燕、

吳藍貞、蔡美枝、黃枝惠、林惠魏、林瓊妙、蕭鳳愛、康晴月、蔡莉香、

程珍貞、蔡杏娟、吳秀韶、邱玉姬、蔡淑華、田如惠、潘婉杏、章美蘭、

田佳瓊、白飛燕、白貞秀、程芬娟、蔡琇君、鄭湘真、呂宜梅、李月娟、

鄭玉鈴、謝媛嬌、陳珍英、田旼盈、陳梅儀、康綾子、陳佩蘭、鄭珍珠、

金娟虹、林怡君、康儀盈、李花玉、邱桂盈、邱玉淑、程枝秀、鄭慧麗、

潘蘭妮、廖秀白、黃珍寶、魏玉彩、楊珍青、呂梅玉、黃綾萱、黃麗容、

蔡芬美、羅嬌雪、李珍孜、許萱鳳、張欣美、邱鑾珊、毛媛蘭、李花虹、

田儀妃、劉珠春、呂敏滿、田秀菁、田芬桂、潘美蘭、高卿蓉、高慧萱、

畢虹珠、魏珠鳳、魏雪幸、邱緞亞、程昭藝、許美芬、程英禎、陳瑩秀、

廖月玲、朱榕惠、田苑妹、黃妹玉、林惠娥、高依誼、蕭真欣、高蕙霞、



程喜芬、許娟蕙、呂雪敏、黃娥如、田碧香、藍秀萱、吳柔玉、藍儀秀、

田綢香、蕭兒蘭、白玫臻、潘枝婷、黃秀萱、廖盈香、藍韻霞、田芳桃、

朱茹妹、白諭玲、林琴桃、康姿玉、蔡香珍、朱玟羿、邱京玲、楊菊妃、

朱琪慧、廖潔善、吳玲儀、程儀嬌、許綢珠、連英鳳、白妙姍、毛音雲、

毛卿櫻、孫虹雯、魏芳誼、高娟香、邱妮娥、程碧珍、蔡英秋、林美佑、

高月欣、潘姍約、呂英莉、謝芬蓉、朱瑾瑜、呂萍鈴、陳佳枝、黃鳳妹、

呂鳳如、程雲以、程妮碧、程招芬、林香華。許水億、廖飛勳、魏宇益、

魏和祥、程戊泉、梁名迪、鄭平克、施萃君、金召雄、戴禮寧、潘鳴進、

許重原、蕭一詣、謝昇昆、石順富、許家霖、呂滿寶、邱興忠、蘇耀雄、

蘇至彰、陳非錫、胡穎修、羅達吉、王戰式、游天群、藍新英、謝銘夫、

陳泉木、何儒峰、江千明、賴成鎮、程來旺、田名洋、鄭遙以、王俊園、

蔡志開、葛春海、盧水學、石才平、蘇振子、高程保、羅文進、張冠位、

程統元、陳明中、謝勝恩、呂文棟、梁奕益、張中科、施孟宗。魏意與、

蔡新安、陳宏登、潘亯宗、任銘繼、黃三祥、田茂豐、詹勳先、鄭至德、田

郎海、張校營、蔡成標、沈成旭、羅昌華、黃森圳、鄭繆尚、江明村、潘一

雄、呂新榮、魏敏明、黃泉澄、章正仁、沈樹嘉、周少隆、楊允祺、章滿良、

李子演、徐水鏿、張沈海、許正奎、洪溪良、蘇天坤、許華于、陳翔木、潘

欽元、許義芳、鄭政景、沈松蔚、羅青欣、鄭水靈。王中鎮、康群喜、黃滿

尚、林福輝、周富中、鄭克村、許飛鴻、宋學志、劉塗武、田毅儒、孫乎子、

高範明、鄭濟鑫、周河昌、賴明鴻、鄭泉漢、周銘健、廖飛揚、黃松岳、藍

倬利、潘助材、段元南、陸相隆、呂軍絨、杒正合、梁偉明、藍青雲、施樑



隆、蔡治勝、林西雲、王明默、鄭佑印、戴光雲、池昌章、宋道宏、楊翔安、

胡程峰、江恩景、邱至輩、余春義、亯振河、李好村、宋名豪、江立科、蘇

才永、王力維、鄭春壽、林水勝、林銓忠、杒光榮、蔡進安。梁榮助、田文

輝、陳光樞、沈誠春、鍾和津、杒水雄、莊佑塗、劉英道、許于地、胡勤榮、

蕭炎圓、楊萃慶、龍祥安、呂銘星、蔡維興、林昌鳴、黃孟偉、陳昌勝、魏

國明、李傳重、杒啟獻、施益星、田建勝、詹材德、劉榮岳、歐山欽、潘輝

麒、蔡順滿、呂楨位、許修成、蘇全生、邱義得、毛治生、王隆明、許耀世、

魏東錦、許樹園、邱維明、潘宏清。張園暉、張李珍萍、張中橫、張吳青媛、

張儒學、林翠宜、林泰逢、林張田綸、林祥民、林陳虹玉、林青厚、林魏涓

盈、吳榮寶、吳高苑雪、吳鐘宏、吳孫庭碧、吳瑞銘、吳林曉玉、王辰宗、

王邱雲玲、王清祺、王黃綉詩、王木仲、王陳惠緣、黃誠遠、黃劉花素、黃

榮蒼、黃劉圓珊、黃華勤、黃畢琬真、彭宗彰、彭杒美香、彭英道、彭魏庭

碧、彭安相、彭朱潔燕、蔡杰鶴、蔡謝甜秀、蔡祥良、蔡畢娥春、蔡廷汶、

蔡田媛婕、張宏遠、張蕭鳳愛、張崙德、張康晴月、張容法、張白美章、徐

宇屒、徐張蓮美、徐健鑫、徐謝虹珠、徐勝雄、徐金秋蘭。許遠標、許章芬

琴、許海錦、許呂芳慧、許坤東、許田旼盈。陳寛興、陳章美蘭、陳榮誠、

陳林惠魏、陳宏沛、陳林瓊妙。張秀家、鍾易雅、李姿伶、吳璇真、邱佳潤、

林玉婷、郭明美、江淑真、張前麗、許玉慧、洪美湘、蔡梅貴、陳怡緞、張

天鳳、黃芝瓊、陳月秀、何英真、吳鳳容、吳慈玫、許梅美、高姿惠、蔡惠

秀、陳蓮美、邱怡燕、王芳瓊、林花春、陳錦秀、楊芳宜、陳儀梅、劉菊秀、

陳月鳳、鄭惠靜、楊素霞、曾碧佩、陳蕊玉、田筱琪、林雲華、劉蘭芳、邱



燕枝、許思姿、林言秀、馮琴鳳、李蘭恩、羅雯鳳、林淑美、謝雯靜、許治

霞、郭成恬、吳星秀、黃玲貴、李滿娟、劉微菊、許微靜、林玲惠、許春鳳、

錢秀蘭、黃真嬌、李淑惠、湯美潔、簡玉珠、蔡知春、廖鳳月、邱雅翠。黃

彰榮、鄭天福、蕭端箇、高維誠、潘賓遠、賀銘增、黃墩德、田慶文、梁慶

標、施賢輝、詹春文、蘇學樹、賴橋州、程錦龍、梁演燦、陳文鴻、廖謙翼、

徐豐鎮、賴識鵬、鐘鐸靈、藍權文、許海顯、梁文吉、王淇富、連隆利、周

宗冠、蕭財基、魏文清、歐祥景、杒盛新、胡興讚、蔡匤合、梁如有、呂束

里、高招冠、姜華男、沈家海、廖華雲、馮圓微、戴德鈺、張晤德、任蔭魄、

戴環木、孫子山、宋川水、沈木加、田全成、施村坤、蘇旺昆、楊明松、金

亭南、藍建春、郭柱泉、梁城根、謝桂桐、高泰清、謝清添、章棟材、廖森

欽、戴發盛、馮貴樁、藍源昭、黃煙榮、戴木輝。蘇珠蕊、林英筱、楊秀琴、

黃秀鳳、龐莉美、張玲杏、李綺蘭、謝妹前、鄭姿霞、黃瑞惠、林淑春、莫

芳雅、林姿微、李長婷、李玉慈、張月淑、王英君、林姿瑛、蕭秀言、張珠

蘭、李碧秀、張千美、林梨月、鄭姿蘭、簡玉屏、邱雲瑄、賴諭鳳、李潔沛、

魏芳素、詹燕佩、江雯萍、陳秀滿、葉姿淑、陳玲嫻、黃寶采、蔡雲琴、許

桂潔、吳蘋緞、簡扶鳳、蔡定蘭、劉慧春、蔡心貞、姚柏秋、李麗秀、石華

美、陳育文、姚燕淑、陳桂秀、姜妹臻、陳妍婷、鍾春琇、邵鳳淑、洪素秋、

洪素秋、謝惠淑、崔花筱。楊秀春、黃英貞、莉葉潔、謝淑怡、江春美、蔡

月瓊、蘇錦慈、姚菊莉、洪春旻、李秋妹、郭月珍、鍾羿月、石雲英、莊秀

麗、蘇燕貴、邱玉瑄、許采潔、陳蘭靜、李杏珠、李月秀、張淑芬、葉明玉、

謝淑春、蔡梅霞、吳淑美、呂瓶婷、莊梅素、陳女心、詹娟姿、劉萍莉、吳



春秀、沈華蓉、陶采虹、羅婷文、簡淑惠、林美琇、張芳月、鄭蓉芸、鄭芸

秀、王月芳、王枝霞、賴鳳心、蔡琪如。許天始、蕭正華、余君孝、呂宏君、

陸村良、盧孟津、施祥傑、施祿樓、張璋賢、呂季和、莊權讚、許殅全、郭

沐來、程旺勇、林浪財、蘇富進、馮壽仁、余淳淯、賴慈明、馮天理、陳甜

研、羅祈海、潘成章、丁天汑、程沛國、蔡演智、吳森湖、蘇裕達、程旗鑫、

胡年紹、施喜賢、程泉勳、廖貴世、高乾人、呂通吉、金池昌、高松治、馮

芇桐、藍記清、呂飛錫。黃仁火、賴正全、陳村良、莊昇東、余炎津、蔡郎

祥、章華進、詹溪祺、孫道明、沈福賢、宋權欽、陳昀昇、龍昇涷、高一山、

戴本正、魏延明、陳徑華、楊榆榮、馮松仁、江吉竹、林明柏、賀茂國、程

基華、陳貴源、謝正賢、金中名、張至英、謝貴職、蕭瑞章、馮盡原、黃論

慶、鄭安柏、許召賢、郭武隆、林雄督、程潭海、戴彬郎、蕭策泳、胡炎山、

潘錦洲、宋塗男、林育賢、陳鑫崧、梁良哲、金井水、田銓印、蘇地竹、任

村松、歐治炎、張長位、魏柱將、章得連、林盛華、葉常福。鄭喜秀、莊妹

燕、蘇芝嫚、黃美玉、張真靜、江鳳佳、楊鳳春、施華素、李梅秀、王美涵、

蔡羿瓊、王惠婷、王婷珠、鍾春雲、陳華燕、林園瑄、陶莉秀、吳佩蓮、謝

鳳秀、周女縈、藍玲菊、朱碧桂、陳媄雲、林美冠、林玉綉、陳鳳雲、賴月

萍、李鳴雯、邱慧美、何秀琴、林真瓊、陳秀淑、謝玲秋、郭雲儀、洪秋成、

李雪春、侯名君、邱桂蓉、崔鳳月、江月甄、許怡琳、楊麗雯、邱麗儀、邱

春秀、陳廷妹、張洵妹、陳鑾英、施妹秋、蕭婉惠、宋誼青、蔡珠美、許雲

靜、陳英春、許葦玲、陳吟佩、謝蘭梅、林碧美、林瑩美、梁雯秋、蔡芳秀、

李娟婷、張練美、許梅玉、余英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