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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诗巫闽清同乡会成立一甲子了。

适逢欢庆六十周年之际，小弟能受公会推选为担任庆典工委

会主席，深感荣幸与感激，能为我会效劳，更是责无旁贷。在此

谨借手册向广大会员乡亲父老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这次筹备工作从酝酿到庆典顺利圆满结束，其中获得众理事，

青年团，妇女组，乐龄组，讲演会和工委会同仁的用心策划，努

力推广的团结精神支配下，方使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和各项宴会，

皆办得有声有色，且让人耳目一新。大家的辛苦付出和努力的种

种荣耀，经已记錄在特刊手册中，以供后来者视为借镜。

当然，更要感谢顾问团、历届名誉主席和热心人士赐予各方

面的谘询，提供宝贵的意见和慷慨解囊，资助经费，方使六十周

年庆典活动得以顺利圆满举行。

藉此盛庆，由衷祝福乡亲父老身心愉快，並共为我会另创高

峰！

本会署理主席
兼庆典总筹委会主席

甲必丹许道平

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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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诗巫闽清同乡会已经成立一甲子了，虽然

在福州籍社团中并非最长久，却也是一段不短的时光！

一路走来，必须感谢历届主席和理事们的辛勤耕耘，为同乡会奠定

了稳固的基石，更要感激同乡们的全力支持，促成了同乡会的壮大，诗

巫闽清同乡会今日所拥有的一切，是属於每一个闽清人的！

诗巫闽清同乡会是诗巫华社中的一个重要社团，况且闽清人也是诗

巫福州籍社群中最大的一支，同乡们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其美好名声，

并且为同乡会的壮大出谋献策。

走过的日子虽非一帆风顺，却留给同乡们许许多多珍贵的回忆，诗

巫闽清同乡会一步一脚印从 1958 年蹒跚起步，经历了风风雨雨，面对了

无数的挑战，都一一克服及跨越了！

辛勤的付出与耕耘，终於开花结果，本会於 1993 年在诗巫中街 44

号购置会所，供会务需求及会员休闲之用，後因会员人数剧增，不敷需求，

遂於 2008 年迁往静雅路新购的一栋三间四层独立建筑物的新会所。

经过 60 年的历练後，诗巫闽清同乡会已然更加成熟，我们的理事

下已附设青年团丶妇女组及乐龄组，近年也增设了一国际性附属组织

──讲演会，使得本会的组织结构愈臻完善。

闽清人在诗巫生活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为诗巫的发展可谓是贡献

巨大，而诗巫闽清同乡会的存在，则起着了凝聚同乡的作用，通过同乡

会的号召，闽清同乡的力量被团结起来，数十年来为祖乡的教育事业及

会员与子女的福祉，默默付出，造福桑梓。

60 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诗巫闽清同乡会不能自满於过去所取得的

任何成就，更不能因为现有的规模而停滞不前；我们应当更勇敢地面向

未来，在信息万变的时代，时刻保持备战状态，方能应对自如，不致遭

受淘汰。

值此诗巫闽清同乡会钻庆之际，谨缀数言，愿与同乡们共勉之，亦

祝愿吾会会务昌盛，惠益更多同乡也！

本会主席兼庆典大会主席
甲必丹刘贤远

主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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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谨此至诚恭贺诗巫闽清
同乡会创会 60 周年，这是一甲子喜悦
盛事，并成立创会 60 周年庆典筹备委
员会，庆典主题“不忘初心，造福同乡”，
切合时宜。

与此同时，配合本次庆典举办一
系列竞赛活动，这包括闽清话演讲及
讲故事比赛、闽清冠顶诗钟证诗比赛、
福州语歌曲比赛、敬老千叟宴，庆典
活动多元丰富，鼓励会员共襄盛举，
可喜可贺。

诗巫闽清同乡会兢兢业业 60 年
为贡献社稷，为造福同乡，不忘初心，
从根本出发，为社会和群体衷心服务
和贡献力量，劳苦功高，有目共睹。

和衷共济献身效力民间社团公会
公益事业，不计报酬而劳心劳力，彰
显对社会发展和族群大业的牺牲奉献
精神，这是一种自我牺牲意识的崇高
表现，肯定自身能力而大爱天下，让
国家、社会和民间获得爱心灌溉，人
间有情有义，成就社会有情有爱，这
是一种至高人文关怀价值。

我们出于感恩戴德之诚心贡献社
会，其实就是一种孝亲敬老德感恩情
怀表现，通过诸如诗巫闽清同乡会这
个平台，不仅作为一个联系同乡情谊
的公共平台，也通过这个平台来关心
同乡福祉，并对社会做出回馈努力，
这是对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崇高价
值之敬意。

人非草木，皆有感恩之心，因此，
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地行动，首先应
感恩父母，孝亲敬老，从个人点滴做起，
对自己的父母献给一份关心，尽一份
孝心，如此一来，代代相传感恩初心，

人生在世就可少留一点子欲养而亲不
在之遗憾。

孟子曰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而天下平。” ，其意思为只要人人亲
爱自己的双亲，尊敬自己的长辈，那
么天下自然而然就实现太平。

孝敬父母是我们为人处世之根
本，而且，孝敬父母长辈，孝亲敬老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

孝心内涵博大精深，它包涵者内
心深处的爱心，孝心包容着世间万物，
可谓世界有多大，孝就有多大，孝是
为人者之根本，只有懂得感恩父母和
社会的人，才算是一个安生立命的完
整者。

还有，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也说过，
“世界上什么都可以等待，唯有孝顺
不能等待。” ，可见，落叶归根，那
是树木对滋养它的大地的一种感恩，
小牛羔羊也懂得跪奶之恩，天有情，
地有恩，我们应当感怀天地父母所施
的恩泽，穷则独善其身，达着兼善天下，
我们应当做好自己的本分，从内心出
发。

故此，社团公会应多举办与发扬
中华文明美德的活动，让年轻人除了
接受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也有机会
通过参与社会团体活动，学习社会美
德教育和仁爱熏陶，这对塑造一个爱
心社会，国家建设有裨益。

衷心祝愿诗巫闽清同乡会同人继
续同心协力耕耘，在社会上焕发光芒，
发光发热，成为社会一盏明灯，“不
忘初心，造福同乡”，大家共勉之。

谢谢！

砂拉越州国际贸易与电子商务部部长
兼第二财长

拿督斯里黄顺舸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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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
总会长吴換炎

首先，至诚恭贺诗巫闽清同乡会成功走过了六十年的岁月，在服务

乡亲的道路上，又到达了一个新里程，诚然可喜可贺。

闽清人移居马来西亚诗巫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对诗巫的社会发展及

经济建设可谓是贡献巨大，并且在当地政、经、文、教等领域扮演重要

的角色，是为福州人的骄傲！

六十年前，闽清先贤创立了诗巫闽清同乡会，开始为闽清同乡争取

福祉，并且定时举办各种联谊性质的活动，发挥尊老爱幼的美德，举办

敬老会及颁发会员子女学优奖励金，让同乡们倍感温馨与亲切，俨然像

一家人的感觉。

一甲子的时间并不短，诗巫闽清同乡会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有欢

笑有泪水，更多的是凝聚了闽清人的乡情与乡谊，为一代又一代的闽清

同乡做出服务，克尽一个乡会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足以为各社团之

楷模。

在现有的基础上，我深信诗巫闽清同乡会将有更大的作为，除了服

务同乡，也应在对外的联谊上加大力度，包括发挥在世福总会内的作用，

加强与全球各地福州乡会的联系及沟通，共同促成世界福州的大团结。

闽清同乡在世福总会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是居功厥伟，多位总会长都

是闽清籍，因此，我们期待闽清同乡能够继续在世福总会前进的道路上

给予指引，让世福总会早日落实做强做大的目标。

值此诗巫闽清同乡会创会 60 周年出版纪念特刊之际，谨缀数言，

愿与大家共勉之！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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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执行会长
兼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会长

拿督斯里刘为强太平局绅

欣逢诗巫闽清同乡会欢庆六十周年庆典会庆，本人致以最挚

诚祝贺。

“绵延梅溪水，悠悠故乡情”

60 年前，诗巫闽清同乡会本着凝聚同乡，促进乡谊，共谋福利，

造福桑梓的信念而成立了同乡会。转瞬间，一甲子溜逝，大家以

一颗“不忘初心，造福同乡”的热忱喜悦之心庆祝 60 周年会庆。

60 周年庆典在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的刘贤远主席与诸位理事

运筹帷幄配搭下，从三月至七月马不停蹄，轰轰烈烈，卯足全力

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庆典活动可谓多姿多彩，包罗万象，集学术，

娱乐，敬老，寻根，运动等多元素于一体。庆典活动包括闽清话

演讲及讲故事比赛、“闽清”冠顶诗钟征诗赛、福州语歌曲比赛，

返梅探亲交流团，敬老千叟宴，千人宴庆祝活动等等，真是应验

了德智体群美劳各种主题，也印证了闽清同乡会是个卧虎藏龙，

人才荟萃的同乡会。

闽清同乡会是有福的同乡会。一甲子的成长，酝酿及培育了

无数英才，也造福了无数的桑梓。期盼闽清同乡会再接再厉，秉

承乡贤们的遗风余烈，在未来的日子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仅缀数语，同申庆贺和勉励！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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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福州社团联合总会会长
拿督吴标生博士

在诗巫福州十邑当中，闽清人是最早，也是人数最多的，于

117 年前跟随闽清同乡黄乃裳港主，从中国祖居地闽清前来诗巫新

福州垦荒，从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60 年前诗巫闽清人为了团结，照顾乡亲们及争取同乡福利，

在创会主席已故黄信铿乡长号召下诗巫闽清同乡会正式成立。

今天贵会欢庆创会 60 周年可以说是一件历史盛事，它不但标

志着先辈贤哲艰苦奋斗，和在过人的胆识，智慧之下所留下的历

史印记，也代表了中华民族拓荒，冒险与勤俭的文化典型。我们

应该让这种文化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指导性和建设性的力量。

这一路走来，诗巫闽清同乡会一直都是砂拉越福州社团联合

总会的重要支柱，不断的发挥乡团组织作用，协助把福州人更加

紧密团结在乡团组织下，突显出福州人团结强大之正能量，希望

贵会在未来 60 年继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带领诗巫闽清人與各地

鄉親展現福州一家亲，走向四方！

最后，我也谨祝贵会创会 60 周年庆典系列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

献词



7

贺电

诗巫闽清同乡会：

盛夏逢盛会，乡音动乡情。欣悉马来西亚诗巫闽清同乡会将

于 2018 年 7 月 8 日隆重举行成立 60 周年庆典，值此喜庆时刻，

谨向贵会全体会员并通过你们，向全体诗巫闽清乡亲致以热烈的

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几代人薪火相传，六十载春华秋实。勤劳勇敢、崇文重教的

闽清人在世界各地拓荒开埠、建基立业、拼搏进取，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的奇迹，令世人瞩目，为桑梓争光。无论离家多远、成就

多大，闽清乡亲始终怀着赤子之心，讲责任、重担当，为促进家

乡发展不遗余力，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当前，32 万家乡人民正按照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大农业、大

园区、大城关、强旅游”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深入推

进绿色发展，完善骨干交通路网，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快补齐

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推动闽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闽清人民

真诚地欢迎海外乡亲回乡观光旅游、探亲访友、投资兴业；衷心

希望海外乡亲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家乡的发展和建设；衷心希

望海内外乡亲携手并肩、同心协力共创美好未来。

祝愿诗巫闽清同乡会事业兴盛、鹏程万里！

祝愿各位乡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中 共 闽 清 县 委 员 会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6 月 26 日

中共闽清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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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诗巫闽清同乡会成立 60 周年庆典，特致祝贺。

闽清是地灵人杰之地，福州历史上首位状元许将（1037-1111）

就出生在闽清。闽清人的信条是“爱拼才会赢”、“会拼才能赢”。

闽清人凭着这种精神，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同样凭着这种精神，天南地北的闽清人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见海涉渡。闽清人远涉重洋到诗巫已经 117 年了，在这里落土，

在这里生根，餐椰风而宿蕉雨，把诗巫变成了幸福美好的新家园。

“渭城别来无恙？霸陵柳色仍新。问客从何处来，我曾是东

游原上的歌者，西出阳关的故人。”百年来，闽清人怎能会忘记

位于北方大陆的闽清？诗巫闽清同乡会，大家因地缘血缘而聚乡

情厚义，共同呵护新家，共同追根故土，薪火不息，代代相传。

虽然我们国籍不同，但毕竟属于同一血脉和文脉。中国驻古

晋总领馆将为闽清同乡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携助大家追根之

旅，常回家看看，多搞些合作。

中国驻古晋领事馆总领事  
程广中阁下

献词



9

诗巫闽清同乡会庆祝创会六十周年钻禧纪念，象徵着同乡会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谨此致以最热忱的祝贺，并祝系列庆典活动

顺利进行丶圆满成功。

六十年不是很短的时间，诗巫闽清同乡会有今日的成功，今

日的成就，皆是乡长乡亲们的勤奋与智慧的成果。闽清前辈先贤们，

前瞻远瞩，且领导有方，早在六十年前，为了团结南下的同乡族人，

为同乡谋求福利，传承并发扬光大籍贯文化及优良传统，创立了

诗巫闽清同乡会。更启迪後人不忘祖恩，持续加强乡亲间之联系

与情谊，发扬光大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

如今热烈庆祝六十周年鑚禧纪念，为同乡会写下另一页的光

辉记录。衷心祝贺同乡会继往开来，发扬先贤不折不挠的开拓精神，

会务蒸蒸日上，再创辉煌。

欣逢诗巫闽清同乡会庆祝创会六十周年鑚禧，出版纪念特刊，

以志其盛。谨此聊缀数言，共申庆贺。

诗巫省华人社区最高领袖
兼本会永久名誉主席
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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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巫市议会主席兼都东区州议员 
YB 拿督张泰卿

欣逢诗巫闽清同乡会创会六十周年庆，谨此恭贺贵会一甲子

之喜，始终心系同乡，造福族群，成就非凡。

闽清先辈南来，凭着坚韧的开拓精神，在诗巫落地生根，胼

手胝足地为子孙后辈谋求幸福丶福利。

贵会此次以“不忘初心，造福同乡”为庆典主题，足见贵会

谨记先辈创会的宗旨，凡事以同乡福利为先，联系同乡情谊为重。

同是闽清人，皆为闽清情，同乡团结携手已走过六十载，相信今

后将持续上下一心面对下一个六十年。

个人力量微弱，整体力量强大。乡团公会历经时代巨轮的挑战，

若没有得同乡的支持，必定走不过大小绊脚之石。同样的，诗巫

闽清同乡会若非历届主席和理事团队英明领导，老中青会员鼎力

相挺，又如何能在风雨中昂首前进？

诗巫闽清同乡会六十载的努力，有目共睹。更令人欣慰的是，

贵会不懈於弘扬中华传统优良价值观，每年举办敬老千叟宴，诚

挚邀请逾千名闽清长者於一堂，是敬老尊贤，也是飮水思源，亦

为后辈塑立了最佳榜样。长辈们的人生智慧丶生活经历之丰富，

后辈应谦卑学习。

诗巫闽清同乡会发扬的是同乡情，同乡们浓浓的情谊，其实

亦似一家人。贵会借众“家人”之力，无惧万难，奋勇向前，取

得今曰之规模，确实可喜可贺。

祝福诗巫闽清同乡会好还会更好，迎来更美好的无数个周年

庆典。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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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pm  筹委会成员抵达 
6:00pm 来宾莅临 
6:45pm 主宾：砂州第二财长兼国际贸易与电子商务部部长
 拿督斯里黄顺舸莅临 
7:00pm 奏国歌 
 摄影留念 
 开幕仪式 
 切六十周年纪念蛋糕 
 谢饭祷告：黄敬胜牧师 
 百人合唱团献唱 -“会歌”及庆典主题歌“乡颂”
 庆典筹委会主席甲必丹许道平致欢迎词 
 舞蹈：马来情歌
 大会主席甲必丹刘贤远致词
 中国闽清县人常委会刘久兴主任致词
 播放诗巫闽清同乡会历史简介   
 上宾：中国驻古晋领事馆总领事程广中阁下致词 
 上宾：诗巫省华人社区最高领袖天猛公拿督刘利民致词
 主宾：砂州第二财长兼国际贸易与电子商务部部长
            拿督斯里黄顺舸训勉 
 颁发长期服务奖——理事会成员   
 赠送纪念品     
 互送纪念品 
 献唱       
 敬酒仪式      
 燃放烟花 
10:00pm 晚安再见 

诗巫闽清同乡会
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晚宴

日期：08/07/2018（星期日）
地点：晶木酒店六楼宴会厅
时间：下午 6 时 30 分

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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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龄组

名誉主任兼顾问 ：刘斌、蒋祥源

顾问  ：天猛公拿督刘利民、甲必丹刘久生、刘伯举、

   拿督巴都卡许庆轩博士、丹斯里拿督张仕国

顾问团

理事会顾问

永久名誉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邦曼查拿督黄启晔、许如湘、刘本武、

  甲必丹刘乃祯、甲必丹刘久生、拿督刘增强

永久名誉顾问：丹斯里拿督张晓卿爵士、丹斯里拿督张仕国、刘增钦、刘瑞源

名誉顾问 :  丹斯里巴丁宜拿督陈伯勤博士、拿督斯里黄顺舸、

  拿督张泰卿、拿督许如豪、拿督斯里刘恭财、拿督邓伦奇、

  拿督斯里刘嘉铣、拿督许庆璋 、拿督黄希多 、拿督刘义华 、

  拿督俞振旺、拿督刘乃好、张建卿、刘良举、刘世南、

  郑重庆、陈发枝、刘世地、严榀勝

会务顾问 ：刘伯举

青年团

顾问 ：拿督斯里郑长大、拿督刘增强、拿督刘义华、甲必丹刘久生、

  甲必丹刘贤远、甲必丹许道平、甲必丹黄贤钻、

  刘伯举、蒋祥源、黄祯光、刘世金、刘斌、陈绍平、林昌典、

  龚世钗、张鸿泰、萧武开

名誉团长 ：甲必丹刘乃祯、刘会福、甲必丹蒋祥德、龚诗顺

妇女组

顾问 ：拿汀斯里黄淑贞、潘斯里拿汀黄拔妃、甲必丹拿督刘文惠、

  拿汀黄美新、拿汀夏凤燕、拿汀黄碧芬、黄端贞、丁金珠、 

  陈庥玲、张秀玉、林春芳、曾秋香、陈美莺

名誉主任 ：林珠花、刘碧莺、黄桂萍、陈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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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名誉顾问 :   丹斯里拿督张晓卿爵士、丹斯里拿督张仕国、刘增钦、刘瑞源、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邦曼查拿督黄启晔、许如湘、刘本武、甲必丹刘乃祯、甲必丹刘久生、
  拿督刘增强
大会顾问 ： 拿督斯里黄顺舸、拿督张泰卿、拿督许如豪、拿督斯里刘恭财、拿督斯里刘嘉铣、
  拿督许庆璋、拿督黄希多、拿督刘义华、拿督俞振旺、拿督刘乃好、张建卿、
  刘良举、刘世南、郑重庆、陈发枝、刘世地、刘伯举、严品胜
大会主席 :   甲必丹刘贤远
庆典总筹委会主席  : 甲必丹许道平
访梅城筹委会主席  ：黄宜琴
欢迎晚宴筹委会主席 : 刘宜福 
敬老千叟宴筹委会主席 : 刘帛达
筹委会副主席 : 拿督斯里郑长大、黄生光、张仕谋、甲必丹蒋祥德、刘秀光、汪丽华、刘扬斌
秘书  : （正）黄宜琴（副）刘帛达、刘必雁、卢庆綵、刘必惠 
财政   : （正）刘宜福（副）刘世金、刘健然、刘艳菁、林珠花 
策划组 / 经济组 : （正）甲必丹刘贤远 
      （副）甲必丹许道平、拿督斯里郑长大、黄生光、张仕谋、甲必丹蒋祥德、
   黄宜琴、刘宜福、刘恭福、甲必丹黄贤缵、许益品
总务组 : （正）刘华秋 
   （副）刘平昌、刘玴财、钱兴祥、黄玉芳、林文晶、黄祥声
交通组 : （正）郑敬谋、刘秀光
   （副） 刘平昌、许进潍、陈姺福、黄崇豪、蒋孔伟、刘子义、刘建麟、钱朝容
住宿组 : （正）陈秀凤 
   （副）黄家合、陈俏颖、刘缵国、刘缵桦、黄俊杰、黄琪妮、陈贞燕、卢庆綵
接待 / 襟花组 : （正）毛小玉 
  （副）俞希莺、汪赛琼、黄于芳、汪俐良、张燕、黄碧琳、刘春英、黄琪妮、
   严萍萍 、陈俏颖、陈贞燕、黄维玉及全体青年团、妇女组、乐龄组、
   讲演会
餐劵 / 请柬组 : （正）黄宜琴 
   （副）甲必丹许道平、刘宜福、刘帛达、秘书处
特刊 / 资讯组 : （正）黄生光（副）詹世坤、张钧发、汪利鸾、刘恭轩
长期服务奖 : （正）李孔捷（副）许益品
摄影 / 录影 / 历史短片组  :（正）黄志光（副）林必胜、钱怡萦
联络 / 宣传组 : （正）黄贾木（副）张昌修、黄艳芳、刘必惠、刘兴勇
横幅组 : （正）许俾銮（副）刘岱昌、毛文桃
佈置组 : （正）刘会福 
  （副）黄名声、林峰、刘乾龙、严聆萍、池宜芳、龚小芳、池芳菁
合唱团： : （正）刘帛达 
  （副）毛小玉、黄加松、刘缵国、汪赛琼、黄惠珠、陈珠香
烟花 : （正）甲必丹蒋祥德（副）严声辉、蒋孔伟、龚德濠
酒席 / 餐宴          : （正）甲必丹黄贤缵 
                         （副）张仕谋、黄俊杰、黄家合、黄仁幹、林峰、吴岳龙
纪念品 / 礼物组 : （正）甲必丹刘贤远 
      （副）刘子义、黄维玉、汪俐良、严凌婷、刘会娟、许瑜芬、林玉美
礼篮 / 蛋糕组 : （正）龚诗顺（副）陈绍平、黄崇豪
礼宾组                : （正）甲必丹刘贤远（副）甲必丹许道平、黄宜琴、刘宜福、刘帛达
节目 / 司仪组 : （正）詹世坤（副）张金全、刘必雁、张钧发、陈姺福、林峰
灯光 / 音响组 : （正）许进潍（副）吴大兴、吴岳龙、刘缵桦、刘义锦
前后台务组 : （正）刘平昌 
  （副）刘华秋、刘玴财 、刘耀翔、钱朝容、龚德清、刘子义、刘建麟、刘缵国、
            黄加松、 刘乾隆  
会议场地 ： 甲必丹黄贤钻（理事会）
   刘秀光（青年团）
   汪丽华（妇女组）
开幕仪式 ：甲必丹许道平

诗巫闽清同乡会
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

筹委会阵容



14

释义
（一）圆形图案代表合作与团结，朱红色代表吉利，
	 和气，圆圈图案中注入中英文会名。
（二）图案中心，乃一朵永红色梅花，代表闽清县，
简称“梅籍”之意，梅花中心乃“闽清”两字代表本乡会简称。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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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巫闽清同乡会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主题歌

" 乡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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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主席

黄信铿
1985

第一届

刘灿源
1981-1984
第八丶九届

许如湘
1997-1998
第十六届

张大网
1960-1965

第二丶三丶四届

邦曼查拿督黄启桦
1985-1990

第十丶十一丶十二届

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1999-2002

第十七丶十八届

甲必丹刘久生
2009-2012

第廿二丶廿三届

俞述梅
1966

第四届

黄念松
1991-1992
第十三届

刘本武
2003-2004
第十九届

拿督刘增强
2013-2016

第廿四丶廿五届

拿督斯里黄传宽
1967-1968

第五丶六丶七届

拿督斯里刘会干博士
1993-1996

第十四丶十五届

甲必丹刘乃祯
2005-2008

第廿丶廿一届

甲必丹刘贤远
2017-

第廿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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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1. 黄宜琴 1995-2018 23 年
2. 刘会福 1995-2018 23 年
3. 刘平昌 1997-2018 21 年
4. 刘玴财 1997-2018 21 年
5. 黄志光 1997-2018 21 年
6. 汪丽华 1998-2018 20 年
7. 刘岱昌 2001-2018 17 年
8. 甲必丹许道平 2003-2018 15 年
9. 陈秀凤 2003-2018 15 年
10. 张昌修 2003-2018 15 年
11. 甲必丹蒋祥德 2005-2018 13 年
12. 龚诗顺 2005-2018 13 年
13. 陈绍平 2005-2018  13 年
14. 甲必丹刘贤远 2007-2018 11 年
15. 黄生光 2007-2018 11 年
16. 黄贾木 2007-2018 11 年
17. 刘扬斌 2007-2018 11 年
18. 李孔捷 2007-2018 11 年

青年团
1. 张钧发 2007-2018 11 年
2. 钱兴祥 2007-2018 11 年

妇女组
1. 陈俏颖 1998-2018 20 年
2. 黄艳芳 1998-2018 20 年
3. 黄于芳 1998-2018 20 年
4. 汪赛琼 2005-2018 13 年
5. 林文晶 2007-2018 11 年
6. 毛文桃 2007-2018 11 年

乐龄组
1. 刘义锦 1997-2018 21 年
2. 张燕 1998-2018 20 年
3. 陈珠香 1998-2018 20 年
4. 黄惠珠 1998-2018 20 年
5. 刘恭轩 2007-2018 11 年
6. 刘兴勇 2007-2018 11 年
7. 刘恭侨 2007-2018 11 年
8. 刘恭南 2007-2018 11 年
9. 刘贤健 2007-2018 11 年

长期服务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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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届（2017-2018）理事会

主席  ：甲必丹刘贤远

署理主席  ：甲必丹许道平

副主席  ：拿督斯里郑长大、黄生光、张仕谋、甲必丹蒋祥德

秘书  ：黄宜琴

副秘书  ：刘帛达、黄贾木、许俾銮

财政  ：（正）刘宜福（副）刘世金

监察  ：（正）刘恭福（副）刘平昌

理业  ：（正）刘会福（副）黄名声

文教  ：（正）李孔捷（副）龚诗顺、陈绍平

福利  ：（正）郑敬谋（副）刘岱昌、刘华秋

康乐  ：（正）陈秀凤（副）刘玴财

资讯  ：（正）詹世坤（副）黄志光

经济  ：（正）甲必丹黄贤钻（副）许益品

理事  ：吴大兴、严声辉、张昌修、许进潍、毛小玉、黄家合、

       张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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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  ：刘秀光

署理团长  ：张钧发

副团长  ：龚德清

秘书  ：（正）刘必雁（副）钱怡萦

财政  ：（正）刘健琅（副）黄仁幹

总务  ：（正）钱兴祥（副）刘耀翔、钱朝容

文教  ：（正）陈姺福（副）黄崇豪

体育  ：（正）蒋孔伟（副）刘子义、刘建麟

福利  ：（正）刘缵国（副）刘缵桦、黄俊杰

康乐  ：（正）黄俊豪（副）黄加松

委员  ：林峰、刘乾隆、黄琪妮、吴岳龙、龚德濠

第 11 届（2017-2018）青年团



20

第 10 届（2017-2018) 妇女组

主任  ：汪丽华

署理主任  ：陈俏颖

副主任  ：黄于芳、汪赛琼、林文晶

秘书  ：（正）卢庆綵（副）汪利鸾

财政  ：（正）刘艳菁（副）严聆萍

总务  ：（正）黄玉芳（副）池宜芳

福利  ：（正）黄维玉（副）龚小芳

文教  ：（正）陈贞燕（副）汪俐良

组织  ：（正）俞希莺（副）严萍萍

体育  ：（正）毛文桃（副）严凌婷

康乐  ：（正）黄艳芳（副）刘会娟

委员  ：许瑜芬、池芳菁、林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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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届（2017-2018）乐龄组

主任  ：刘扬斌

副主任  ：刘恭轩、刘兴勇、黄祥声

秘书  ：（正）刘必惠（副）邓惠明、谢必武、刘嘉良

财政  ：（正）林珠花（副）刘义锦

总务  ：（正）黄新武（副）刘贤健、许永津

学术  ：（正）廖端平（副）黄碧琳、池赛婵

康乐  ：（正）张　燕（副）刘贤禄、王学振

交际  ：（正）刘恭南（副）黄惠珠、黄月容

福利  ：（正）刘本丰（副）刘恭侨、陈珠香

委员  ：刘廷孙、刘贤秋、黄笃信、刘仲文、黄懿兰、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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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届（2017-2018）讲演会

会长 ： 林峰

文教副会长 ： 林国耀

助理文教副会长 ： 林昌典

会员副会长 ： 陈姺福

助理会员副会长 ： 林必胜、黄玉芳

公关副会长 ： 黄志光

助理公关副会长 ： 钱怡萦

秘书 ： （正）邱道春（副）张钧发

财政 ： （正）黄琪妮（副）刘健琅

礼宾司 ： 黄维玉

助理礼宾司 ： 王振南

委员 ： 陈俏颖、陈秀凤、卢庆綵、严聆萍、郑敬谋、

   许起荣、刘必鸿、黄守凤、黄祥兰、陈祥豪、

   罗予妤、黄敬峥、刘俊鳻、李生恩、林慧贞、

   程仁棋



23

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
2018 年 2 月 1 日

闽清【诗钟冠顶】比赛

成绩
第一名：郭丽华
第二名：黄希梅
第三名：赖凤英
優等十五名（不分名次）
1. 郭丽华
2. 林新蕊
3. 张秋品
4. 吴燕梅
5. 黄希梅
6. 郭丽华
7. 刘忠为
8. 林传仁
9. 刘贤庄
10. 刘贤庄
11. 黄秀月
12. 黄美仙
13. 黄美仙
14. 黄希梅
15. 黄碧琳

佳作三十名（不分名次）
1. 林月娘
2. 郭丽华
3. 颜德泉
4. 叶秀雄
5. 叶秀雄
6. 叶秀雄
7. 郭秀华
8. 黄治力
9. 黄治力
10. 黄治力
11. 黄治力
12. 黄治力
13. 吴麒麟
14. 黄东
15. 陈弘根
16. 刘乃逖
17. 林美全
18. 林美全
19. 林雅妹
20. 萧玉池
21. 林新蕊
22. 林艾颖
23. 李玮琳
24. 李玮琳
25. 郑华维
26. 刘贤庄
27. 张秋品
28. 刘乃逖
29. 刘乃逖
30. 谢斅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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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赖劳生
第二名：林国龙
第三名：汪锦斌
第四名：蒋前
第五名：邱东盛
佳作（不分名次）
1. 赖劳生
2. 徐有韩
3. 徐有韩
4. 林国龙
5. 陈鸣
6. 郑尚秋
7. 郑尚秋
8. 姚进朝
9. 黄琼生
10. 刘燕
11. 黄训琚
12. 黄训琚
13. 许建新
14. 曹奋存
15. 杨能芬
入 选 （不分名次）  
1. 劉晨虎
2. 汪锦斌
3. 蒋前
4. 俞建平
5. 俞建平
6. 刘贤锐
7. 刘贤锐
8. 张贤栋

9. 张贤栋
10. 陈孟佑
11. 陈孟佑
12. 邱东盛
13. 刘晨鸿
14. 邓一萍    
15. 许立初
16. 许立初
17. 陈小平
18. 陈小平
19. 张德团
20. 张德团
21. 黄友其
22. 黄友其
23. 姚进朝
24. 陈景知
25. 陈景知
26. 黄琼生
27. 刘燕
28. 黄祥钗
29. 黄祥钗
30. 黄夏成
31. 黄夏成
32. 郑元太
33. 郑元太
34. 李泉希
35. 王启冬
36. 王启冬
37. 傅凤琴
38. 傅凤琴

39. 王方
40. 王方
41. 张孔钊
42. 张孔钊
43. 曹奋存
44. 叶世强
45. 叶世强
46. 陈世泽
47. 陈世泽
48. 黄胤
49. 黄胤
50. 刘爱铭
51. 刘爱铭
52. 章增兴
53. 章增兴
54. 陈孝贤
55. 陈孝贤
56. 俞承恩
57. 俞承恩
58. 沈爱华
59. 沈爱华
60. 徐健传
61. 徐健传
62. 杨能芬

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
2018 年 2 月 1 日

中国福建省闽清县梅声诗社“闽清”冠顶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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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2）
2018 年 3 月 18 日

【闽清籍会员子女儿童环保奇装异服比赛】

会务顾问刘伯举乡长（左 4）颁发冠军奖予刘会壕。
左 3 筹备会主席池芳菁、右 2 妇女组主任汪丽华、右 3 主席甲必
丹刘贤远

得奖者和会务顾问、理事、团组委合影。
後排：左 7 起筹备会主席池芳菁，左 8 会务顾问刘伯举，左 9 主
席甲必丹刘贤远，左 10 妇女组主任汪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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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3）
2018 年 3 月 24 日【会内保龄球比赛】

参赛者与领导层合影。中排： 右 5 起署理主席甲必丹许道平，筹
备会主席林峰，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左 5 起妇女组主任汪丽华，
青年团团长刘秀光。

署理主席甲必丹许道平（左 5）颁发冠军奖予张金全。左 3 起妇女
组主任汪丽华、青年团团长刘秀光、右 3 筹备会主席林峰。

主宾甲必丹刘贤远主席为保龄球赛主持开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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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4）
2018 年 4 月 1 日

【闽清籍会员子女图画蜡笔填色及绘画比赛】

主宾甲必丹拿督刘文惠（左 5）主持揭封仪式。
左 1 起：文教组副主任龚诗顺，资讯组主任詹世坤，妇女组主任
汪丽华，筹备会主席黄玉芳，右 3 起 : 康乐组主任陈秀凤，文教组
主任李孔捷，青年团团长刘秀光。。

参赛者与主宾甲必丹拿督刘文
惠（坐者右 7）理事，团组委
合影。
坐者左 4 起妇女组主任汪丽
华，筹备会主席黄玉芳，右 4
起康乐组主任陈秀凤，文教组
主任李孔捷，青年团团长刘秀
光。小朋友专心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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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5）
2018 年 4 月 1 日

【闽清籍会员及闽清籍会员子女书法比赛】

主宾甲必丹蒋祥德副主席（左 7）主持揭封仪式。
右 5 起：秘书黄宜琴、青年团团长刘秀光 , 左 3 起：讲演会会长林
峰，乐龄组主任刘扬斌，妇女组主任汪丽华、筹备会主席龚德濠。

参赛者与主宾甲必丹蒋祥德副主席（坐者左 7），理事、团组委合影。
坐者左 3 起：讲演会会长林峰、乐龄组主任刘扬斌，妇女组主任
汪丽华，筹备会主席龚德濠。右 5 起为文教组主任李孔捷，右 6
文教组副主任龚诗顺，右 7 秘书黄宜琴，右 8 青年团团长刘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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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6）
2018 年 4 月 14-22 日【访梅城探亲交流及旅游】

访问团与祖乡领导於交流会前合影。

访问团与县领导於招商推介会上交流。左为陈忠霖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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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6）
2018 年 4 月 14-22 日【访梅城探亲交流及旅游】

主席甲必丹刘贤远移交纪念品予县长陈忠霖。

总 领 队 永 久 名
誉 主 席 天 猛 公
拿 督 刘 利 民 致
词。

副总领队兼总
团长主席甲必
丹刘贤远致词。

副总领队拿督
斯里刘久健致
词。

副总领队拿督
斯里刘为强太
平局绅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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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6）
2018 年 4 月 14-22 日【访梅城探亲交流及旅游】

2016 年 7 月 9 日，台风“尼伯特”引发梅溪流域特大洪水侵袭板东，闽清县第
二实验小学受到重创。本会为学校灾後礼堂修复捐资款项。访问团参观第二实
验小学与学校代表影於捐资修复礼堂义举碑文前。

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左 6）移交捐款给闽清县第二中学（前文泉中学），由余
家双校长（右 4）接领，天猛公拿督刘利民（右 5）见证。
右 1：甲必丹黄贤钻，拿督斯里刘为强太平局绅，许如湘。
左 1：许进潍，刘世南，拿督刘增强，秘书黄宜琴，中共闽清县委常委郑晓春部长。

左 1 起为：诗巫福州公会主席应天财，秘书黄宜琴，经济组主任甲必丹黄贤钻，
世福执行会长兼马福会长拿督斯里刘为强太平局绅，永久名誉主席许如湘，永
久名誉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右 1 起为：理事许进潍，马福秘书甲必丹刘贤蒙，名誉顾问刘世南，副主席张仕谋，
主席甲必丹刘贤远，永久名誉主席拿督刘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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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6）
2018 年 4 月 14-22 日【访梅城探亲交流及旅游】

梅城镇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会长刘惠平女士（左 7）赠送纪念品与主
席甲必丹刘贤远（左 6）。左 4 起秘书黄宜琴，乐龄组主任刘扬斌。

全体团员与闽清县彭城刘氏联谊会领导们合影。前右 4 起秘书黄
宜琴丶乐龄组主任刘扬斌丶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及闽清县彭城刘氏
联谊会会长刘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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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7）
2018 年 4 月 28-29 日

【闽清籍会员子女华语卡拉 OK 歌唱比赛及
福州歌曲公开卡拉 OK 歌唱比赛】

主宾甲必丹刘贤远主席（右 9）主持开幕礼，左 6 起为妇女组主任
汪丽华， 经济组主任甲必丹黄贤钻，筹备会主席刘艳菁。右 5 起
为乐龄组主任刘扬斌，右 6 青年团团长刘秀光，右 7 副主席甲必
丹蒋祥德，右 8 署理主席甲必丹许道平。

福州歌曲比赛优胜者领奖后合影。
左 5 起为筹备会主席刘艳菁、青年团团长刘秀光、右 5 妇女组主
任汪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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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8）
2018 年 5 月 20 日【献爱心探访诗巫慈善社】

主席甲必丹刘贤远（第二排左 5），筹备会主席刘乾隆（第二排右 3），
青年团团长刘秀光（第二排右 4）及妇女组主任汪丽华（第二排右
6）派发食品及日用品予长者。

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在招待长者享用午餐时与团组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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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9）
2018 年 5 月 27 日

【闽清籍会员子女闽清话讲故事及演讲比赛】

主宾拿督刘增强（左 7）主持亮灯开幕仪式。左 4 起：妇女组主任
汪丽华 , 秘书黄宜琴 , 主席甲必丹刘贤远 , 右 4 乐龄组主任刘扬斌，
文教组主任李孔捷，青年团团长刘秀光，讲演会会长林峰。

全体参赛者与主宾拿督刘增强（第二排左 7）, 理事，团组委及讲
演会执委合影。
左 5 起妇女组主任汪丽华，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右 5 乐龄组主任
刘扬斌，青年团团长刘秀光，秘书黄宜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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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0）
2018 年 6 月 9【日捐献肾脏基金会】

闽清婚姻注册处

主宾永久名誉主席甲必丹刘久生（后排右六）移交款项给诗巫肾
脏基金会代表倪国强（后排右 7）。后排左 4 起为副主席黄生光、
秘书黄宜琴、乐龄组主任刘扬斌及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右 4 起为
妇女组主任汪丽华及青年团团长刘秀光

诗巫闽清同乡会理事毛小玉获得婚姻注册局委任为助理
婚姻注册官，处理准新人申请婚姻注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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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1）
2018 年 6 月 10 日

【颁发闽清籍会员子女学优奖励金暨主席甲必丹刘贤远状元奖励金】

获得奖励金的优异生与主宾甲必丹刘乃祯（坐者右 11）及领导层
合影。
坐者左 7 起妇女组主任汪丽华、青年团团长刘秀光、秘书黄宜琴、
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右 4 起乐龄组主任刘扬斌、财政刘宜福、署
理主席甲必丹许道平、永久名誉主席刘本武、文教组主任李孔捷。

全体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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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2）
2018 年 6 月 10 日

【激励讲座主题：“不同的年代，相同的幸福”】

全体出席者与主宾永久名誉主席刘本武（坐者左 9）及领导层丶讲
师合影。
坐者：左 2 起财政刘宜福丶秘书黄宜琴丶讲师冯瑜渊丶副主席张
仕谋丶妇女组主任汪丽华丶筹备会主席钱朝容丶主席甲必丹刘贤
远丶右 5 起署理主席甲必丹许道平丶永久名誉主席甲必丹刘乃祯
丶文教组主任李孔捷丶青年团团长刘秀光。

台湾讲师冯瑜渊主讲“不同的年代，相同的
幸福”亲子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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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60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3）
2018 年 6 月 23 日【慈善夜跑】

参加者与嘉宾们合影。

热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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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永久名誉主席许如湘（右 8）和主席甲必丹刘贤远（左 5）移
交善款马币 26,000.00 模拟支票分赠予受惠单位诗巫儿童之家和特
殊儿童协会的代表。
左 3 起副主席黄生光，筹备会主席张钧发，左 6 会务顾问刘伯举。
右 1 起资讯组主任詹世坤，财政刘宜福，经济组主任甲必丹黄贤钻，
副主席甲必丹蒋祥德，秘书黄宜琴，永久名誉主席甲必丹刘久生，
永久名誉主席拿督刘增强。

主宾永久名誉主席许如湘及永久名誉主席甲必丹刘久生联合为慈
善夜跑主持挥旗礼。

创会60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3）
2018 年 6 月 23 日【慈善夜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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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岁或以上长者名单（46 人）
吴爱玉、吴嫩妹、刘礼泉、张秀容、刘银娇、邱万祥、刘瑞钦、刘增添、李爱珍、
黄爱珠、林月香、张秀珠、徐雪莺、林梅香、吴淑英、黄莲娣、吴根娣、林宝玉、
毛赛娇、严英俤、杨月娇、俞大妹、黄友仪、谢克春、黄月娇、郑庆西、黄应崑、
萧爱兰、杜月兰、苏秀清、林珍娇、陈赛英、杨爱玉、陈桂英、傅良平、毛珠珍、
黄鼎铭、黄梅英、黄增兰、张银珠、黄福声、龚兰娇、黄顺添、黄兰仙、张碧兰、
许玉莲

70 岁至 89 岁长者名单（1194 人）
黄啟晔、刘恭意、刘利民、黄淑贞、黄顺舸、张泰卿、许如豪、黄希多、张仕国、
黄拔妃、刘文惠、黄端贞、刘瑞源、丁金珠、刘嘉铣、郑重庆、刘仁官、黄贾木、
陈为芳、王学振、许如湘、张秀玉、蒋祥源、刘　斌、刘世南、林珠花、张仕谋、
刘恭南、黄祥声、黄惠珠、刘扬斌、陈珠香、刘贤健、黄月容、刘仲文、黄生光、
池赛婵、张莲英、黄碧琳、谢必武、黄笃信、刘恭侨、刘本丰、刘嘉良、黄淑香、
张月香、刘仁仙、刘宝英、刘珠英、熊美燕、陈惠香、许淑英、刘翠仙、王增富、
黄声英、陈秀珍、余其强、薛玉英、薛珠英、林凤花、姚智云、江秀珠、吴瑞梅、
刘美娇、陈明中、陈兰香、黄爱光、许雪云、林玉瑛、黄赛珠、罗洪金、纪欲德、
罗兰香、许月娥、张爱莲、欧天仁、林玉明、刘乃逸、黄亮铨、刘爱兰、吴财妹、
郑作杰、许秀玉、许修卿、许秀桃、黄宜芬、黄建文、吴玉云、黄赛金、刘赛真、
蒋为家、卓丽英、黄新琅、郑碧钗、黄新凤、DEMAI AK MULI、刘赛花、刘庆秋、
黄赛珍、黄声良、黄绍莹、黄生和、高兆桃、余奇西、陈月花、林自福、黄发明、
林应典、陈惠芳、池信明、林瑞莲、张美莺、池志功、刘恭德、黄凤容、刘淑英、
郑尚仁、黄爱娇、陈学仁、黄其兴、沈碧华、林万芙、刘恭燕、郑友成、丁秋香、
刘世维、黄赛金、余丽英、黄祥荃、黄美珠、黄赛玉、李孟洲、黄菊莲、黄祥泉、
郑赛仙、王秀娇、林月訇、池美云、汪孝文、林桂妹、谢智通、许贤明、何可玉、
许道汉、趙惠云、刘人群、张雪英、黄贤俊、龚啟熙、林雪香、林赛香、张卫卿、
林菊英、郑友品、张昌金、陈淑香、黄敬略、许景招、卢玉娇、黄素钦、黄桃清、
谭秋兰、汪碧珠、林仪昌、余月訇、陈华代、潘赛娇、厦忠信、黄凤娇、夏亦光、
林鳯爱、黄厚明、林立钊、黄淑娇、张美珠、刘子明、陈庆梅、黄秀梅、张永礼、
蒋乃洪、黄香梅、李佩忠、黄招生、陈秀玉、黄金声、林国云、林国渊、许小希、
黄希端、刘惠兰、林鳯香、黄碧玉、黄永仙、余光富、林宝山、张秀燕、刘云花、
黄玉莲、陈龙标、陈保香、黄淑钦、许翠凌、林月莲、邱秀钦、黄祯恩、黄秀明、
严仕广、刘维金、蒋瑞华、刘廷本、黄贤武、张雪妮、黄美琼、谢家耀、林振均、
许育彬、许育琛、黄公昌、罗德香、黄爱花、詹世知、林赛仙、陈邦文、黄丽莺、
刘玉英、俞珠香、李昌佑、许桂花、陈章德、陈天彩、黄育平、郑益兰、许志香、
谢玉芳、陈梨俤、郭仁侨、黄敬玉、谢维森、刘翠玲、林月花、刘乃滚、杨祖华、
黄珠英、朱凤容、钱惠进、林月琴、陈世长、钱惠西、张雄泰、李秀明、苏孙和、

创会 60 周年纪念庆典系列活动（14）
2018 年 7 月 8 日【敬老千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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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凤香、张开明、许步丰、许淑妃、邵日升、张爱玲、李孟桦、池鳯英、黄道新、
刘缤孺、趙重邴、江宗裕、林农均、叶惠香、黄淑钦、陈惠健、刘秀花、刘秀妃、
刘秀莲、谢玉珍、刘贤灿、黄淑娇、严仕电、刘贤澄、黄秋渊、刘菊雲、谢桂莲、
许步轩、林凤玉、许品冠、林飞燕、黄玉香、许本兴、黄篤義、林雪蓉、许赛珠、
黄世琼、陈赛琼、刘守清、郑月珠、黄淑香、黄秀娥、黄雪妃、谢维福、刘宝莲、
刘孟良、黄爱英、刘宝兰、余丽珍、黄华玉、郑宝珍、黄月香、应宝松、黄月星、
陈世琛、郑淑娟、谢玉冬、林开垦、方爱珠、洪赛莲、郑振流、黄玉珍、林汶辉、
严崌莱、周彩莲、卢春团、王啟勃、刘月梅、詹光友、严玉洪、张淑珍、黄爱玉、
刘本平、王爱英、张清穗、刘其清、严惠玲、黄贤和、黄祥贞、黄良杰、黄翊芬、
刘思和、邱赛娇、刘桂妃、黄丽珍、黄巧玉、黄月珍、池德炳、刘子娟、许准让、
黄松明、许素容、刘孝昌、许素新、黄金花、吴金明、邱碧花、刘加燕、许爱芳、
刘嘉浓、黄碧妃、黄碧钦、洪圣森、吴赛娇、刘妃仙、黄仁玉、郑有鎏、黄萧贤、
汪立礎、林月赛、林月珠、陈淑娟、林仁贤、刘子明、刘巧英、林良乐、郑新莲、
龚世芳、刘贤植、刘丽珍、张金强、夏长希、刘羡珍、刘耀珍、陈健生、陈爱光、
陈巧莲、刘锦澄、刘金俤、池信端、黄文容、许忠如、林宝香、郑瑞光、萧招庆、
刘悦岳、林琇桦、刘秀平、刘恭嫦、刘扬银、林美娥、严兰珍、严仕邦、郑爱梅、
陈信惠、洪圣楷、林碧英、黄義中、陈细妹、黄梅新、黄月珍、许宝如、罗凤釵、
黄希雅、谢家祥、严英娇、张素芳、严玉光、罗家绥、黄希钗、林慧英、刘友玉、
方孝铭、黄贤添、叶秀灿、许桂香、蒋瑞聪、王啟玉、包美珍、黄拔成、黄良其、
许道希、刘冰心、黄贵桃、李廷敏、林兰琦、罗兰香、陈香财、汪美金、张和强、
郑明月、刘邦孔、张福卿、刘秀新、黄招全、刘梅英、杨秀玉、刘宜明、刘庭光、
刘碧昭、刘月英、刘友琳、钱福培、黄敬端、刘友瑛、林淑香、邓素兰、丁爱容、
张和卿、许彩容、李昌喜、刘洪举、刘秀芳、姚珠仙、杨礼福、刘玉云、黄步芬、
黄月兰、陈长億、谢本茂、林赛娥、陈友坚、林珠英、谢爱玉、林玉仙、林玉兰、
王炳顺、黄广英、黄秀光、李顺花、苏天燕、陈詠文、林赛华、许玉莲、郑发开、
苏桂香、严玉登、林赛玉、黄祯权、谢玉英、谢启武、薛金添、方善茂、陈美峤、
吴贤隆、黄玉英、池赛兰、黄家杯、余朝钟、黄珠英、吴爱莲、吴月香、吴月仙、
许秀英、许月卿、钱秀娇、薛贤谈、胡珠英、陈美娥、胡新金、刘培英、刘秦俤、
刘爱津、刘燕庚、陈珠玉、吴成如、林希诚、林希敏、林万风、黄生渊、谢赛英、
许松祖、杨丽琼、张守希、黄祥修、包仪珠、黄敬自、卓秀光、刘风仙、黄爱花、
黄秀光、黄赛菊、张达昌、黄赛花、张松卿、严锦莲、郑龙文、张赛香、林华玉、
林花容、张达成、林万城、林花莲、林华英、黄惠琼、陈邦鑽、钟福和、詹赛英、
张卿顺、刘淑英、毛赛妃、毛起俊、黄玉妃、郑雪凤、余本银、刘杨风、刘锦妃、
林松玉、刘兰英、池金珠、池宜旺、黄培翼、谢家怡、许爱香、黄振祯、黄果明、
许庆玉、罗诗荃、卢啟捷、龚爱心、郭振芳、李孔章、李岩清、江秀英、郑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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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学清、黄志挺、刘玉梅、刘玉娟、黄爱香、刘玉兰、吴孟瑛、刘玉凤、刘虔材、
俞贤星、刘永堯、苏素钦、刘忠振、杨惠娥、刘永舜、廖珠钦、刘永棣、郑大朝、
李孟姜、黄碧香、陈秀玲、纪清平、林新嶔、黄家禧、陈秀珠、吴家宝、刘爱珍、
严廷煌、黄玉仙、严贵金、黄琪梅、陈碧珠、卢秀娥、陈碧玉、罗诗团、林美英、
俞忠平、李俊麟、刘会申、涂赛珍、吴啟清、吴华新、黄秀坤、徐宝清、吴月莲、
林祥同、陈月英、林美凤、陈邦仙、余富金、黄希珠、田兰金、许春容、陈梅惠、
詹娥英、黄祥同、郑淑娇、许南强、黄惠芬、刘银娇、黄仕诗、刘美英、许志勇、
陈永赛、李爱娥、蒋书辉、张美琼、谢玉香、黄世泰、涂礼耀、郑爱娥、张达兴、
沈碧珠、黄啟良、阮雲英、许莲香、刘前东、聂爱月、黄进渊、黄惠仙、黄敬球、
黄惠珠、陈美琼、陈淑琼、林凤釵、林凤珍、谢增洲、颜学武、林有文、林秀珍、
黄良晶、刘诗英、何秀香、朱孟祥、黄珠河、谢胜平、魏鳯媚、蒋书强、黄秀釵、
陈幼珍、张玉莲、刘惠珍、罗诗北、刘凤飞、邓万和、王凤珠、黄敬栋、林水华、
黄珠娇、张达琛、郑珠英、陈赛莲、林祥贤、余丽玉、刘邦训、陈晶如、张延美、
刘咏权、龚招传、刘赛如、邱玉莲、黄瑞珠、詹环运、黄赛珠、许育云、谢赛连、
许碧香、陈邦光、刘晓香、刘梅芳、詹世滚、林惠香、刘巧琼、刘巧珍、黄宝金、
黄巧珍、黄淑仙、朱凤仙、刘永光、郑丽美、黄爱珍、刘永昌、林月仙、黄其婵、
黄家谈、陈日瑩、刘恭任、周翠玲、陈明建、刘淑琪、黄春梅、刘经武、黄惠娟、
丁焕容、卢院光、刘馨隆、戴珠容、刘恭泗、刘恭诉、林爱英、黄育妹、赵玉仙、
刘恭洁、刘恭廉、黄从霖、纪碧莲、赖赛英、许碧桃、纪碧珠、黄育璋、池德明、
陈琚俤、毛学祥、江亚木、黄碧仙、黄春梅、许凤鸣、黄俊方、黄文贤、黄赛珠、
陆友朋、陈爱云、萧招信、林国斌、谢忠吾、杨丽琼、刘必忠、吴月娇、陈开光、
黄爱妃、徐秀英、孙赛芳、林国祥、林安珠、朱明武、黄贤铿、林赛香、林惠化、
陈赛珠、何孟德、林赛英、姚淑娇、陈珠仙、许赞明、黄爱娇、林珠玉、黄玉钗、
吴武琼、李喜超、郭贵丽、黄肃新、李孟祥、黄赛芳、黄礼端、郑玲娇、郑书钦、
刘翔英、吴秀桃、黄招平、黄巧云、许德立、谢啟域、黄兰俤、刘珠莲、谢兆命、
黄懿农、张巧仙、张美娇、许仁惠、许美云、刘玉妃、刘子珍、江克洲、池爱珍、
许月赛、王毓桑、黄志来、刘我仙、陈秀娥、张鹤岑、许起桂、余淑琳、张昌木、
刘才意、黄碧光、刘守美、苏凤珠、杨玉莲、池秀芬、张振泰、薛珠珍、丁丽嬋、
许翠钦、陈丽渊、江先源、许玉珍、李开长、林碧莲、郑南方、王璐明、黄芝花、
张芳辉、黄德文、林碧桃、林伯友、龚爱珍、黄成美、徐素月、朱传炽、郑家英、
林品香、章雪香、郑承希、黄文仙、刘月仙、卓春丰、曾芳珍、林民贤、陈则棋、
刘美珖、王啟豹、吴淑钦、刘嘉峰、冯志花、俞希容、刘凤萍、余圣猛、黄秀芳、
刘兴礼、张雪琼、林昌贤、翁爱惠、张廷嵩、陈仁兴、黄新旺、朱凤珍、林均璋、
林增煌、何玉钗、陈凤菊、杨美金、张金珠、黄祥武、张登华、李友平、陈惠珍、
涂赛凤、池兰英、黄兰芳、林惠芳、林家钰、黄泉声、郑桂国、黄淑容、黄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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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恭电、蒋美娇、詹秀英、刘恭强、黄秀风、许月花、黄赛仙、陈淑华、陈发其、
林锡就、许桂清、林凤娇、林锡华、杨昭珍、龚世强、周碧招、邓敦煕、谢祯祥、
黄素玉、黄茂文、朱美钦、刘瑞武、吴启清、黄琴英、黄泉明、余丽珍、许宜祖、
许彩善、严珠花、池泳摼、卢琳娇、黄德招、刘央俤、谢啟初、黄水仙、吴华美、
黄鲜暖、蒋德彬、黄仕娥、黄彩玉、黄彩声、孙秀菊、方孝钦、吴彩萍、刘雪珍、
黄莲英、张诗麟、张兰卿、张德卿、张芳卿、张花卿、陈幼光、许赞容、林立文、
黄颂渊、吴宝玉、刘宜清、林高安、黄玉钗、黄莲仙、黄育松、林惠莲、杨雪飞、
杨雪超、刘邦存、刘邦耀、陈德生、许庆璋、詹仁仙、严月莲、林惠珍、卢保泉、
刘贤妃、俞成惠、许长旺、吴新堂、郑兰香、詹琛运、张延端、黄希娟、黄拔岱、
林垂妃、张玉妹、刘爱莲、陈香强、吴汝顺、池秀珍、林进强、黄良清、黄美清、
黄宝珠、刘韻煕、刘加强、陈长朗、周来俤、陈其祥、刘必姜、傅玉芳、毛学振、
龚爱莲、黄世彬、刘嘉扬、林秀琼、郑华民、许凤琴、陈美峤、林庆礼、阮秀英、
万巧蓉、陈凤文、郭月花、刘发耀、黄杏玉、刘政禄、黄美玉、刘赛英、吴碧英、
欧雪娇、陈三妹、张卿强、谢开英、刘乃吉、陈珠英、陈则玲、易淑珍、杨丽珍、
陈振金、林振华、林秀琼、严品新、张克文、陆赛珍、陈振成、陈振先、吴庚俤、
黄业忠、池永顺、许彩珍、黄雪娇、陈翠华、刘乃甲、黄业德、朱容娇、黄华明、
池旺德、陈则玲、刘邦莪、陈秀娥、吴淑琼、黄赛光、黄赛珍、黄景乐、黄月英、
邓敦春、黄建花、陈品强、陈明干、张丽云、张爱明、许赞良、李碧华、黄婉如、
黄兰彩、许赞强、池金珠、刘穆英、詹水英、黄兰娇、KONG HUA YING、
刘民金、萧武强、谢啟邦、陈善庭、王理钦、谢花訇、谢光平、刘舜雲、刘嘉维、
黄宝妃、许爱珍、黄爱娥、许仕豪、张新忠、黄孙友、卢友希、黄玉英、林淑金、
朱美英、黄碧云、张月华、黄秋明、刘秀钦、许惠星、钱学聪、许权美、陈光梅、
唐琼英、夏凤鸣、黄仕南、詹赛钦、丁美英、纪昌华、赖淑香、刘锐光、刘贞娟、
卢巧莲、郑碧珍、刘恭焕、王宝金、黄能渊、黄玉珍、黄声浩、林惠珠、翁珠莲、
刘仙娇、罗惠玉、黄仁瑞、刘祥珍、邱维德、林惠玉、陈玉英、郭美英、黄大耀、
刘蔼文、池爱仙、林月香、黄淑棋、吴秀英、林凤娇、黄莲玉、江先琅、黄敬强、
林格德、池凤英、王宝瑞、黄声枢、陈金珠、孙毓珉、刘恭纯、卢基丰、俞俊英、
黄大在、刘义全、许长国、黄美英、颜月容、杨爱莲、黄淑娇、陈云云、郑赛云、
张淑珍、刘月仙、邱广基、张淑运、刘贤铭、林碧英、邱永祥、许容妃、黄大华、
陈昌兴、黄仕兴、许秀莲、刘友昌、郑毓珍、严仕立、詹赛容、黄美兰、陈学忠、
黄金泰、洪美玉、刘增祯、郑爱莲、邱玉玲、谢啟苏、詹仰莲、王玉明、陈华明、
俞珠娇、陈香春、刘凤珍、林垂伴、张爱钦、俞宜惠、黄美英、俞宜芳、王秀玲、
黄赛莲、黄志胜、吴月明、罗美容、刘秀媚、黄秀明、黄祥勤、黄赛玉、李金香、
李必松、郑窈桃、谢淑英、刘媛仙、俞贤凤、林碧珠、黄秋新、丁保樱、丁伟玲、
黄玉仙、毛学互、黄琳花、方孝玉、张惠琼、陈云娥、林章谋、杨赛娇

总共：12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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