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順文 梁慧芳 梁佩琛 梁漢月 傅程婷
梁力仁 梁敬文 梁碩火宣 許得發 許家盈
李馨妹 許煒健 陳銀鐩 陳瓊好 繆凱甄
吳天恒 繆富豪 繆富邦 葉健雲 黃志光
樂翠娟 樂善強 田子東 田家瑋 田鎮曦
田世麟 林莉卿 甘志深 甘灝謙 甘灝怡
甘皓婷 章蔚然 章林笑薇 章口永嫻 章梓恩
楊燕卿 蔡漢嬌 潘翠鈴 潘靄鈴 梁　景
鄭永遠 蕭壽武 高佩玲 蕭健輝 李漢日
高志華 高俊傑 高小君 蕭健儀 何耀泉
何鎮宇 何家茵 黃守仁 張婉華 黃修平
黃心怡 梁定華 楊　火冊 張　爵 張蘭華
袁志南 胡麗明 袁蒨姮 袁梓峰 黎鏡彬
張綺琪 胡燕明 胡雪明 姚永健 姚詠慈
鐘偉強 魏愛芬 鄭天祥 莊阿環 鄭榆墅
鄭煌鑫 鄭賢豐 鄭義融 王曉雯 雷莉紅
李昱辰 林永城 勞海寧 陳偉業 江瑞榮
江瑞鏗 江瑞麟 江子洋 江芷澄 江曉彤
吳慧群 陳麗雲 陳蘭香 曾迪龍 邱迪財
邱團義 邱慈玉 邱　河 陳妙玲 陳妙思
謝禧晴 謝凱晴 謝仁朗 蒙家輝 蒙偉恩
陳梓忻 蒙靜文 黎張妹 馬丘浣 馬然興
黎少芳 馬浩洋 陳麗雯 張錦成 張家浩
張家穎 葉龍麗 葉明珠 葉　蕾 林佩筠
梁文正 陳月光 梁文丞 梁文慧 陳劉婉明

Milan Shuster 黃曉婷 甘強基 陳永業 徐佩玲
陳苡琪 陳珈錡 李瑞美 徐文廣 鄧淑儀
李建明 徐佩芬 李秉熹 徐佩兒 徐佩珊
麥　志 李妙英 區錦棠 區慧思 謝澤雄
區學賢 王佩施 麥玉玲 陳燕玲 李玉清
吳英奇 吳思蕙 吳柏蕙 張家榮 陳俊宇
馬秀卿 陳慧賢 馮小賢 吳大偉 吳小敏
羅考峰 羅子澄 羅紫敏 李賢德 李賢健
李伶賢 劉家傑 劉彥恒 劉興業 李　卿
劉志強 黃玉貞 黃漢榮 黃靜雯 黃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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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麗珍 何俊文 何俊傑 郭淑雯 張慧華
李立民 鄧曉螢 趙振福 駱潔儀 周楚英
周敬東 利金海 黎觀蓮 譚景智 黎觀勝
文帶娣 黎觀根 梁金喜 黎觀妹 林錫遙
梁礎堅 梁國熙 梁宇軒 梁凱淇 梁穎詩
許文凱 陳碧清 許雅麗 許仲曦 陳法俊
餘美瓊 劉家俊 伍玉芝 劉穎嫻 利任哲
周鳳仙 朱婉真 蕭妃廷 蕭富升 陳儊甄
陳珍瑜 張瑞文 張慧華 張慧娟 黎銘銓
黎德樺 黎德輝 張永恆 呂菁敏 呂耿峰
陳嘉蓮 李嘉敏 李鑠淇 李松生 鄭兆榮
李惠明 梁迪森 梁婉詩 梁家榮 李惠敏
李惠欣 李權基 李權巨 李沛祺 李其禧
張良施 張翔善 王浚緯 卓美玉 張琛悅
張天朗 周甲忠 程　章 程偉雄 伍燕玲
程沃林 程嘉霖 周倬然 周伽然 張令陶
譚港芬 郭　來 劉文珠 郭麗甜 趙文亮
劉文英 劉文玉 劉文耀 林嘉敏 陳法璃
張暢光 張秀玲 邱翠娟 邱子安 李嘉雯
邱曉澄 邱曉陽 邱翠玲 林介生 林芷楓
範麗麗 範雅麗 葉曉雯 葉淑雯 溫筱軒
程子鴻 程子駒 張競文 張曉彤 歐銘靜
陳鎮平 陳祉瑩 朱汝斌 朱崇基 朱崇儉
朱銘鏗 朱銘泓 朱銘宅 朱銘羿 朱婉茵
彭志為 李美琪 卓莫瑞芳 卓健芝 鄺詠兒
陳嘉恩 謝春容 陳志源 鄺家權 鄺家耀
李潔玲 鄺麗澄 張　銀 胡健榮 羅秀蘭
劉雪影 劉國華 朱桂珍 岑卓軒 岑卓為
劉世亮 劉也明 潘燕貞 勞思詠 林素冰
李悄莊 梁錦珍 劉瑞芳 勞耀德 黃慧明
趙安祥 趙安樂 何子美 趙麗娟 趙麗芬
趙麗芳 趙小燕 龔志成 龔湛暉 錢正祥
錢建衡 梁廣傑 黃國瑞 黃國偉 黃文慧
黃浩文 譚素珍 譚麗芳 譚啟光 關如珠
趙振鑫 戴振強 何志明 張頌詩 郭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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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漢威 樊漢汶 陳麗娟 李　彩 張頌賢
鄧瑞瓊 李玉蘭 李潤鴻 容華煥 梁慧蓮
容妙瓊 容燕瓊 容偉雄 容偉明 容詠姿
容慶年 容美瓊 鄺麗琦 陳美顏 溫　鳳
鄭癸昌 鄭駿升 鄭嘉麒 鄭嘉麟 劉國星
梁志達 梁瑞英 葉王自知 李立名 何嘉琳
葉富榮 葉富霖 馬康揚 馬鄭金嬋 馬慧儀
鐘兆瑩 鐘兆新 財　哥 蘇啟華 梁淑芳
賴應斌 李文娟 鄭淑敏 遊聲眾 陳錦信
張寶珠 陳旋欽 阮兆棠 尹子仁 尹子銘
吳易燊 吳易陶 鐘尚延 鐘欣樺 王驛嘉
鄭穎謙 鄭穎瞳 何瑞霞 蘇偉強 蘇偉玲
蘇偉平 蘇偉倫 劉翠卿 李敏儀 梅金宏
關耀佳 霍麗娥 何偉全 倫柳湄 李淑嫻
吳金土 吳祺麟 吳祺靜 方秀英 何開明
呂有梅 張法強 石振坤 石景棠 石炳明
何家榕 何家安 溫福年 溫浩能 溫藹婷
溫妙有 李燕心 陳　轉 盧本聰 盧秀中
盧秀惠 王友軍 王瑋培 陳　安 蒙偉權
蒙永恆 陳　好 陳凱恩 盧秀寶 關偉明
關樂怡 吳近笑 吳家權 盧錦雲 吳叢森
吳叢生 蔣寶貞 吳文昊 倫志輝 吳芷敏
冼成滿 吳芷泳 黃雪芳 程志言 倫卓萱
冼恩彤 冼延臻 張威龍 梁美施 蘇德添
陳慧芬 蘇進傑 蘇妙芝 陳瑞卿 袁仲甜
杜家賢 鄧麗萍 杜沚澄 杜匡耀 杜家誠
李賢明 杜婉文 鐘德新 杜家輝 梁少芳
鄭國柱 鄭舜馨 李少梅 王少益 王婉兒
王宏基 曹寶珠 梁司琪 林秀年 龔志民

ELSTON WONG 王宏鑒 蔡德芬 蔡楚喬 張境榮
李　英 黃明發 黃穎詩琦 麥寶娟 梁佩珍
鐘耀和 鐘旻昊 霍建民 李慈慶 霍瑞麟
霍瑞棠 梁勵賢 王玉嬋 曾佳貞 徐俊仁
伍琬喬 趙偉傑 伍靖淳 王奕朗 侯美玲
蕭惠芳 黃良慧 黃良藝 李金蘭 邵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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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英 邵君成 吳少媚 林偉成 歐桂霞
林智宏 林恩池 陳暉旋 熊鳳雲 曹貴尚
莫寶瓊 曹金陸 李勤松 李詩敏 湯偉智
湯雅安 湯詠恩 陳頌怡 黃鳳蕊 雷俊傑
雷安麗 魏仕欽 梁子健 張業強 張宛婷
張浩峰 江鋕亮 江穎燕 江建強 黎蕙兒
麥永林 盛潔芳 陳永康 鄧桂蘭 陳永達
陳淑麗 陳淑瓊 陳愛梅 葉　疇 淩英珍
葉金妹 葉錦霞 葉錦坤 周炳燕 葉麗嬋
葉錦榮 葛惠萍 葉佩瑜 葉錦華 楊錦萍
葉曉澄 王國明 葉錦伶 王穎彤 王穎朗
葉錦儀 何祖光 何祖業 何祖堯 何欣詠
駱素鳳 黃慧瑩 盤仔仔 陳識文 蘇啟銅
蘇展鋒 劉秀珍 郭瓊珍 郭瓊瑤 陳宏燊
郭德欣 郭敬堂 曾榴香 曾哲呤 曾哲佳
林玉蓮 林明安 黃兆昌 張佩姿 黃苑瑩
黃嘉欣 古偉強 古鍚彬 古鍚勤 何瑞薇
伍浩然 盧淑芬 盧淑儀 孫美婷 孫怡欣
林偉倫 林旗峰 翁佩華 林國華 何少芳
翁俊明 胡麗萍 翁嬋鳳 翁暹英 翁浚全
曹樂彤 曹樂怡 歐翠儀 曹貴子 曹竣鳴
曹靖翎 黃素英 龍　霏 陳惠芷 麥文強
麥漢森 陳惠琪 周兆其 林碧玉 周美玲
黃智恒 郭佩瑩 黃信軒 周嘉熙 周嘉慰
李文志 李濼沂 劉潔貞 黃佩儀 黃佩嫻
餘炳坤 林　芳 朱卓志 鐘月清 溫傑強
朱曼玲 溫玉麟 溫耀麟 朱曼秀 朱達輝
朱秀雲 朱慕貞 張文祥 李慧雯 何文成
嚴美玲 黎細定 倫嘉恩 餘志豪 餘靄明
鐘玉珍 龍汝濠 江秋月 關婉芝 李志強
劉肖玲 袁鎮希 梁　茜 譚　鍚 陳惠燕
陳惠雯 陳惠儀 梁國權 梁嘉欣 梁嘉馨
陳惠嫻 林嘉駿 林嘉晞 陳惠明 龍　木百
龍　霆 黃穎宗 陳秀香 高德強 高維明
高維略 陳麗珍 黃素嬋 周詩敏 上覺下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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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梁玉蘭 劉章池 余愛華 劉慧嘉 劉卓鋒
馬美珍 馬庭湛 陳綺玲 余秀金 張　鳳
趙丹南 陳衍嫻 蘇淑嫻 龍冠韜 楊樂怡
楊傑智 陳慧明 賴子洪 袁仕英 鄭志超
範秋鳳 梁仕英 梁　偉 李銀英 何惠泉

釋上暢下懷老法師 釋上融下靈老法師 梁沛王玉 梁智婷 梁念祖
梁迦晉 任建基 蔡燕桃 葉家配 葉家豐
葉家儉 葉家美 李志榮 謝秀榮 李慧賢
李樹勳 謝炎堂 歐惠卿 宋豔華 宋國權
程永成 劉碧瑤 龍家儀 曾趙慕蓮 龍振翔
龍振翀 繆碩源 繆王淑群 繆倩文 丘正邦
丘詠珊 繆振雄 繆倩妝 繆倩儀 程金廣鈞
程耀朗 程逸文 林松江 林培江 林培生
林媛珊 林媛芬 林媛芳 潘世強 黃子超
黃穎亨 曾炳昭 曾偉信 曾韋然 蔡澔汶
蔡偉雄 黃傑生 吳麗娜 黃煦雯 黃煦霖
范晶華 莫子軒 邱志光 譚少華 熊翠盈
陳永輝 熊翠豐 卓　成 陳富權 陳家寶
繆倩容 黃聰發 鄺瑞芬 邱文聰 李玉堅
全偉東 邱明思 全芯誼 黃添祥 黃添發

曾壽南 鄺蘭芳 曾木百威 曾木百堅 曾木百芝
曾天朗 陳依平 胡杏璿 楊琬妝 楊潔瑩
楊潔德 徐漢儒 徐詠儒 徐薇真 雲惟邦
雲惟業 高兆明 高啟綱 高愛瓊 徐文彥
徐新蓮 梁志成 梁志明 梁鳳儀 楊錦堂
梁洪根 梁志恒 梁嘉兒 盧寶珍 黃碧南
黃鴻燕 金玉儀 劉曉星 劉建珍 李穎昌
李愛玲 譚達執 鄭秀英 吳金鑾 譚志輝
張忠愛 廖思穎 張愛珍 王　勝 王葦烈
王葦傑 張漢文 陳錦滿 張頌邦 張茵如
李江瀾 張漢華 朱麗珠 張天盈 張向日
張漢新 梁小燕 張愛珠 鄧學優 鄧朗言
譚志煒 李佩伶 譚卓瑤 譚熙吉吉 譚淑敏
李嘉賢 李潁潼 李立謙 劉培允 柏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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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明軒 王秀榮 蔡劍隆 苗永利 苗翠茵
劉烈謀 裘集成 洪之韻 洪之慧 盧愛晴
陳雪貞 林鴻俊 甘志芬 羅鎧籌 黃煥瓊
羅浩倫 羅伊琳 羅穎妍 陳　鴻 王可欣
王廷輝 譚永華 黃潔慧 黃潔儀 陳駿寅
關秀逢 關炳源 關炳廉 關豪威 關秀彩
關秀華 關秀霞 關鳳珊 關通明 王麗芬
王少龍 蘇偉成 蘇詠雯 曾耀昌 梅錦鈴
曾宇邦 曾宇軒 梅卓瑋 黎銘釗 黎穎琪
林羨顏 邱彩霞 邱俊傑 邱靜嫻 陸艾齡
陸艾思 伍穎琪 Kim thien cao 譚順德 譚佩茵
區寶霞 黎曉雅 黎倩伶 周美容 歐　德
梁碧麗 羅琬婷 龔美莉 冼能枝 黃凱賢
黃凱明 陳秋蓮 王佩霞 劉瓊珍 王佩蓮
梁明禮 梁嘉豪 梁嘉麟 王偉光 張淑玲
王洛舜 王偉良 周詠儀 王諾軒 朱月卿（Elsa）

黃啟邦 陳健華 陳林玉雲 楊善瑜 陳親文
陳譚適賢 楊德芳 陳永楷 黎思蔭 梁秀卿
黎守燦 黎守智 何雅兒 葉玉華 徐麗娟
徐國偉 徐麗芬 龍世山 葉玉珍 餘知明
黃玉堂 吳絲梅 吳金賢 胡文慧 黎沛霖
符策海 符容章 符庭潔 覃春燕 陳亭霏
戶家容 梁惠娟 陳勝超 梁惠鳳 陳　彩
陳麗梅 郭志銳 翁月枝 黎翰星 黃雅強
黃雪芹 陳智升 陳印榮 郭偉雄 李國基
鄧家強 蘇歐焯真 王賽鳳 邱錦珠 文燕萍
文齊光 吳夏輝 梅偉豪 趙掌明 盧家傑
李映虹 盧奕駿 盧家俊 周美詩 盧善柔
盧灝賢 陳碧珊 陳曉揚 陳景泰 鞠量峻
鞠量凱 陳景恩 鞠政江 葉靜紅 陳和興
陳巧珠 陳進念 陳天澤 鄭惠嬌 陳金泉
陳金榮 陳邱印玉 趙素英 陳坤江 潘美貞

黃陳賽珍 徐子晴 張可凝 胡彩英別佩貞 莫樹發
陳仲萍 莫繼立 莫采兒 黃笑蘭 歐曉欣
歐曉惠 歐富榮 黃淑珍 陳柏恒 陳珊妮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陳南利 盧樹弟 陳曉婷 陳沛綸 陳南德
馬玉香 區秀慧 黃惠珍 司徒港成 吳雲山
陳美鈺 吳曼群 吳芷群 吳碧群 劉志良
劉志明 劉冠邦 餘麗霞 關健維 關彥燊
關琛怡 謝煥棠 餘福松 龔澤霖 餘潔霞
林天樂 餘淑芬 關少君 劉耀徽 徐利利
徐　玲 陳華英 林佩君 陳家明 陳志雄
陳春福 黃美華 林家輝 甘　滿 郭　七
黃慧玲 麥建儀 麥浩賢 張蘊芳 宋慧芬
淩煥卿 陳惜儀 何曉斯 何曉詠 黃惠英
楊詠思 郭柏謙 郭偉斌 徐淩風 徐康倫
除善俊 杜運堂 黎靄霞 程肇邦 程家文
陳文懷 陳其源 陳其駿 陳韋蘭 陳韋璿
李宋娥 陳麗好 方焯銘 方焯芝 謝家驅
朱碧卿 甘聖德 劉學東 劉允彤 梁　新
胡銀桂 徐紛紛 王衍之 鄧俊年 鄧卓民
陳潔英 司徒瑞萍 曾新嬌 林玉芬 梁欣紅
何佩珍 巴芷筠 CHRIS WATSON 黃美蘭 黃　法
陳秩恂 巴曉賢 巴曉琳 巴曉心 巴亭金
黃少玲 梁　愛 梁志剛 梁曉峰 許麗麗
梁惠賢 許華豐 許兆恒 許欣怡 黎順葵
何炎明 陳明誼 黃景明 吳觀好 黃啟宗
黃啟華 周潤美 利廣智 梁觀妹 梁納祈
鄭碧梅 劉祖賢 劉慧蘭 陳夥勝 陳勝泉
尹玉冰 陳兆銘 盧皓慧 陳佩妍 楊麗芬

馮兆根（輝） 馮夢雅 馮巧雲 馮愛雲 馮錦雲
馮國恩 馮家寶 馮家碧 周有恆 黃浩東
黃若莊 周永昌 葉慧貞 朱苑綠 郭漢華
陳徐龍 張妙珍 陳倩瑩 陳嘉瑩 陳浩銘
方源隆 黃信寧 黃思銘 黃超炫 盧家琪
馮寶球 方藝玲 馮梓楊 黎婉玲 葉杏珍
黎哲明 黎婉儀 趙文英 黃永雄 陳妙娟
李翠嫦 陳沃培 陳銳材 鄧旭明 鄧萬華
黃運寶 黃運英 黃運瓊 金浩良 金梁嘉迎
金值良 陳志雄 黃綺蓮 葉鳳琴 黃鳳鳴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葉子添 葉鳳儀 葉子基 冀仁岱 冀　驪
冀　璐 莫錦濤 鄭月卿 梁雁萍 林朗鈜
林昕曈 趙　紅 蔡志銘 馬健儒 徐素蓮
馬嘉麗 釋覺河 李潔華 袁志強 袁亦欣
袁亦堅 黃佩儀 陳振華 陳偉庭 陳偉蔭
陳易彤 Anthony Hui 莫家樂 莫家奇 譚志德
譚君俊 譚君尚 林永興 餘美珍 鄭寶芳
麥慧嫦 簡慧瓊 許自育 卓漢山 卓美蓮
林世濤 林燕雲 張愷駿 張景翔 李沛楨
郭雅善 李沛鈺 郭玉球 周桂芳 李泳樺
陳鎧澄 陳鎧琳 陳雪容 戴海龍 戴楚謙
潘玉坤 潘玉鏗 潘玉山 潘玉燦 潘敏珊
潘娟娟 潘明熙 潘明佑 潘明輝 潘明慧
梅思賢 許碧儀 岑　藝 廖雪蓉 岑漢恩
馮　苟 馮美如 張利芳 甄新鳳 伍仕芬
周革羿 洪莎莉 黃凱翎 柯玉枝 梁芷穎
梁國偉 鄺華倫 黃書賢 張慧賢 黃樂昕
黃樂晞 洪玉芝 趙敏賢 洪偉文 李兆基
關燕鈴 關燕莎 陳麗珍 羅超琪 羅超成
羅惠群 羅紫珊 羅旭升 伍斯傑 李袁淑嫻
朱偉祺 黎彩嬋 何勝鵬 陳留香 朱志昌
何宇萍 馮桂荃 馮敏釗 馮玉鈴 黃潤蘭
梁荷嵩 馮景鑄 章　豔 馮熙賚 淩鄭鳳珍
吳奕雄 鄭慧嬙 吳皚延 吳澧延 鄭兆驄
梁嘉曜 梁綽寧 梁綽琦 黃鳳鳴 鐘志康
鐘采穎 張秀華 鐘英偉 黃潔珍 張開泉
陳柏桓 陳旻禧 陳櫻女屏 侯清儀 袁麗嬋
鐘禮運 陳駿楠 鄧　孫 何　南 鄧佩儀
鄧佩貞 鄧偉基 鄧偉昌 張嘉韻 鄧浩賢
鄧銘郗 釋衍靜 任桂芳 任生波 陳秋金
鄭巧香 陳瑞強 任碧蘭 陳子東 任秀琴
佘國民 冼水娟 袁淑貞 梁柏軒 梁耀威
黃惠超 梁群仙 何耀文 羅綺君 何俊霆
杜伯火宣 周　妹 黎舜儀 朱嫦芳 張耀棠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梁紹康 梁紹東 張麗珍 梁國榮 石道民
陳美祝 石永豪 湯美桂 湯鍚鵬 張滿英
丘鹿華 李文科 黃滿玲 黃浩軒 麥兆英
陳華堅 梁永蓮 文志剛 劉淑賢 劉玉濟
文燕生 邵煥芳 羅思言 薩成昌 薩百彤
羅眾言 羅立言 陳雅芝 馮慧明 溫達國
張倩鈺 溫穎儀 黃樂培 溫穎恩 朱傲文
朱韋諾 朱韋澄 溫穎珊 楊雪冰 單木百牛
單焯謙 張容溶 潘芷玲 張少貞 胡明坤
胡慶坤 胡偉光 胡偉業 胡偉信 陳永鏗
陳智偉 王澤英 陳詠思 徐敏慧 鄭珍英
徐佩君 徐頌君 陳蕭禧 陳蕭彌 陳小武
黃韻頤 餘佳恩 黃浩然 黃詠愉 賴文謙
黃美芳 鄧芷晴 徐敏宜 陳美玲 徐文樂
黃堅橋 黃梓峰 黃婉婷 黃婉瑤 吳健雄
蘇錦容 鄺麗紅 鄺麗娥 郭啟樂 朱孝天
鄭詠嬙 鄭妙嬙 羅啟軒 古秀英 溫玉瓊
鄧秀蘭 陳兆球 鄭少媚 陳楚冰 陳楚敏
梁淑芬 唐以坤 梁　泉 鄺妙嬋 黃家銓
許天補 許春曉 溫家聰 陳浩亮 盧紹宜
江　尚 呂來安 何思慧 何嘉敏 楊國威
李鴻明 胡結常 淩建水 吳麗卿 吳天星
吳孔釗 陳冰冰 淩穎清 淩穎芬 淩穎詩
陳振中 甄麗珍 陳銘華 陳木百熙 鐘容帶
黃富基 黃鎮邦 黃子信 黃凱詒 黃俊彥
杜綺珊 鐘美全 周豔珠 周玉蘭 張　嬋
吳漢宗 鄭寶寶 鄭美嬋 鄭潔貞 黃　玉
黃燕嫦 黃妙嫦 黃細嫦 徐振榮 楊小明
徐鑒峰 莫傑銘 莫冰妍 伍根容 蔡玉嫻
蔡志斌 馮傑龍 彭更生 許慧蘭 許錦滿
甘幼芳 陳愛蓮 羅敬堂 羅行堂 汪明荃
方妙婷 陳子健 劉淑德 梁志達 梁瑞英
嚴燦坤 嚴　蕙 嚴可期 嚴重行 嚴斯泰
嚴定偉 嚴　茵 釋佛光 梁美鈴 黃美德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區少蘭 羅鳳儀 胡俊雄 李　妹 李　如
關永昌 陳笑冰 楊華焜 阮少嫻 楊果毅
袁煥桂 鐘煒桐 磯部久美子 麥錫豪 吳秋霖
吳凱晴 陳慧敏 莫　嬋 麥秋瑩 黃詩語
翁　權 阮景星 羅　瑞 羅謝禪鳳 何佐華
陳少英 楊志明 何演超 楊凱瑩 何瑞麟
麥婉容 何堯　 何帶勝 徐錦聯 葉達峰
潘燕霞 葉綺芬 麥婉儀 劉顯祥 劉木白堅
羅美娜 關永強 關丞駿 關燕妮 趙美容
王瑞華 王沛弘 王沛賢 王沛智 嚴友邦
譚麗娟 嚴敬欣 陳嘉輝 陳凱筠 吳三妹
嚴坤雄 許紫晴 梁翠紅 葉榮生 鄭少寶
葉綺蓮 馮敏儀 楊瑪麗 黎允淳 關梓軒
李亞鑽 黎少芳 陳　南 梁麗環 陳玉燕
陳玉清 陳玉萍 錢煥儀 周樹棉 周偉明
周敏婷 李鳳娟 盧　女 梁淑賢 黃國光
黃建邦 黃慧妍 廖鏡興 李紫韻 張近妹
李芍穎 莫秀霞 李見定 李浩泓 李德隆
關潔瑩 盧凱珊 連志明 何潔雲 楊國雲
徐玲芳 楊建華 楊建鴻 鐘帶華 楊家亮
楊家樂 姚玉興 梁婉婷 梁志光 李偉康
鄭達民 王有德 王詩韻 賴嬋香 王瑞英
王有成 王詩慧 謝美容 王瑞貞 王有松
王羨婷 周海敏 王瑞芳 王有平 王嘉琦
區堅梅 王瑞琴 王少康 王雅弘 雷麗　
林美娟 蕭耀輝 蕭耀彤 蕭慧琪 蘇　金
林志明 趙苡同 林庭均 林岸庭 劉嘉文
蔡婉微 蔡英珍 丘文禮 丘文瀚 丘文龍
鄭建光 張　爵 李偉卿 李偉玲 繆婉媚
譚　明 張　潔 張　美 黃曉星 張錦秀
黃臻豪 黃臻彥 張珠鳳 鄭秀麗 鄭秀婷
張永輝 錢玉玲 林慧玲 REED MARK 李嘉鍵
張小燕 張藝平 許立梵 李富強 梁偉雄
杜展銘 吳麗容 林祚芳 黃寶珠 林　豔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林道資 陳子劍 林　鈺 梁佩霞 區豔芳
梁錫彬 張欣瑋 彭淑華 釋鳴良 陳凱澄
葉美鳳 葉　九 羅　財 何國梁 堵志良
王福珍 黃坤保 堵瑞芬 黃俊傑 黃俊佑
黎潤根 馮兆昌 馮兆寬 馮煦晴 洪雅容
鄭愛兒 鄭國強 鄭家就 鄭惠卿 麥智雄
餘來珍 吳勇濟 曾旭皎 黃麗影 湯智恒
蕭佩靈 湯蘊妍 湯智敏 湯智欣 陳樹豪
陳薏文 葉兆彬 談少瓊 葉夢琴 潘萬儀
李裕盛 黃林發 陳蓮笑 黃國輝 黃國東
鐘文靜 歐陽婉嫻 梁錦添 梁偉傑 梁　九
何夥金 李秀雲 古健榮 梁超華 古惠賢
梁志偉 張里安 古慕賢 張曦業 李妙娟
梁耀鴻 蘇雪紅 張敏芝 李妙玲 陳佩玲
周玉萍 黃春林 何佩貞 黃皓怡 王灶養
崔冠雄 馮瑞瑤 崔嘉佩 崔嘉佑 陳雍禮
崔麗珍 何俊文 何俊傑 蔡漢成 蔡繼榮
蔡玉眉 黃仲華 鄭增旺 陳少瑛 鄭嘉輝
鄭嘉麗 鄭嘉儀 劉　戈 陳梁妹 門耀華
陳淑鄉 曾振能 曾振環 曾詩韻 曾詩佩
高焯暉 方文倩 高家鴻 徐嘉傑 徐嘉樂
李　燕 楊瓊蘭 馬適雄 郭家萍 馬　群
謝招琴 羅汀秋 黎子盈 羅觀子 張元姝
陳啟榮 陳國燊 陳國傑 陳澤淇 陳冠潁
陳建林 陳啟信 戴建華 陳穎嵐 邹錦秀
雲大鈞 陳舜華 雲惟東 雲碧怡 陳　祝
李進聲 何燰兒 何麗兒 梁雯慧 廖灦銘
符鈺靄 何星葉 陳蓮花 林慶端 林慶安
林愛蓮 吳容灶 吳泳嶢 何星月 伍錦華
伍玉珍 伍木清 伍浩然 蕭　麗 陳啟圻
鄭華炭 李帶喜 鄺　香 陳國蘇 何錦銘
李金愛 李金蘭 李金權 饒國和 饒家輝
饒慧敏 陳豔媚 魚谷陽子 林繼張 林繼悅
黎志偉 黎朗日 黎朗然 黎朗蔭 蔡　芳
周穎暉 周穎欣 周健強 呂蓮愛 黎嘉琳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黎喜琳 莊延齡 林建水 陳煒康 黃月麗
陳芷靖 楊群卿 孫妙玲 何藹琪 黃少冰
謝觀然 黃月華 彭翠儀 關杏存 王綺梅
馬群卿 岑楚然 張煜南 張黃松妹 周靖璿
邵允祺 彭國基 邵耀駒 謝漢琦 謝富強
謝鳳儀 劉鳳霞 何仲傑 黃敏華 唐百齡
唐浩洋 黃雅珍 甄　娣 潘秀英 曾桂蘭

陳木百成 何寶容 諸祺璋 趙美霞 潘榮燦
何滿成 莊勤基 張綺芬 莊志傑 文偉森
文少玲 文智聰 文曉琳 陳月好 羅俊迪
羅恩昕 羅倩彧 文柳清 範嘉靜 李子發
範子新 胡玉英 鄭子健 楊家政 歐陽柳瓊
盧瑞英 盧偉安 盧偉光 盧健中 梁耀宗
餘貴香 葉淑英 林黃慧蓮 林美寶 梁銓華
林詠芝 陳耀佳 黃翠芳 陳淑明 鄧俊安
張惠芬 鄧永亮 高月明 胡玉清 張穎芝
張漢強 張定富 鄧志賢 文秋連 李瑋惠
張鈺佳 張鈺榮 張玉森 張鈺泉 張惠芳
張惠珍 張惠蓮 張力奇 張Veronica 麥慕貞
梁伯強 李儉富 蘇志恒 蘇穎琪 葉秀珍
蘇華源 陳冠宏 陳雄漢 蘇小玲 陳甜珍
羅桂興 羅鍵威 鄺碧珍 鄺張瑞心 張妹妹
伍玉華 許慕貞 伍　業 梁佩華 盧興賢
馮蘊彥 黃禮哲 黃子倩 沈瑞芬 沈瑞玉
沈瑞芳 沈瑞琴 戚幗琤 梁惠餘 郭衍隆
郭承坤 顏美姍 廖法娟 楊崧祺 楊文通
劉展程 顏漢傑 顏漢輝 吳植強 楊文彬
彭少娟 劉鳳明 梁耀成 鄭碧英 陳駿文
陳駿傑 周志鳴 歐素雯 周家朗 周家偉
李兆基 李偉濤 鄧巧雲 彭紹泉 林錦耀
羅順桃 鐘繼來 鐘啟剛 鐘卓凝 馮翠姍
鐘振文 陳兆華 黃觀容 陳穎妍 曾泳希
梁皓俊 黃夏強 梁文華 胡詠智 朱綺玲
胡佩珊 袁佩絲 鄺錦雄 鄧行提 張珠煥
梁芷卿 鄧國釗 鄧國泰 鄧巧麟 鄧巧雲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鄧綺雲 鄺愛蘭 林志華 林潔貞 伍勁文
柯少雄 周麗霞 柯文博 柯文欽 柯嬋娟
柯麗娟 柯明娟 柯麗玲 林進忠 周愛吟
林卓鋒 林卓然 陳日初 周麗臻 歐美珠
陳志雄 柯一豪 吳玉香 鄧潔文 陳啟信
區玉珍 許蔓薇 鄧朗思 夏曉嵐 夏曉蕾
陳佩貽 黃美儀 黃　清 蘇　妹 黃美儀
吳子峰 釋道通 周韓儒 朱侃儀 周婧姘
周偉生 林燕蘭 周旭生 鄭嘉源 葉德熙
楊建華 黃麗梅 楊曉棠 吳榮標 關豔琰

上融下靈大和尚 冼英偉 鄧麗芳 黃　希 成綿洲
成綿媛 吳萬權 黃家駒 黃靜詩 梁劍琴
胡國基 陳淑芬 吳少梅 張潔珍 張紹輝
張　潮 劉新行 張欣榮 張欣華 劉麗燕
蔡智恒 王令麗 餘雲輝 黃群英 余燕珊
余燕儀 餘偉堅 何金香 餘珗騫 何啟明
霍其信 霍其昌 蔡錦珍 朱銀珍 潘雄生
佘健邦 李秀慧 李寶珍 伍順潔 冼素嫻
田　威 王善和 王佩詩 寬修師 吳統強
王惠萍 王來帶 黃　英 吳良弟 楊麗輝
餘遠茂 劉楚英 劉楚英 徐錦華（志華） 翟智榮
黎賽珍 卓俊偉 黃靜娟 卓祈亨 卓琝芝
袁永成 袁冬燚 袁華強 袁穎芝 陳縪卿
鄭秀英 曾樂欣 盧居樂 黃衍麟 蘇琛喬
王子恩 王晞晴 李燕媚 許志　 胡少華
許慧欣 許慧芝 梁思慧 蔡瑞光 蔡慕君
丁妹治 朱瑋琳 丁珈晞 淩　慰 淩偉文
淩偉昌 何　珍 駱千里 何　傑 周洪霞
鐘潤蓮 馮澤延 宗衍行 戴燕楣 楊淑賢
楊鏡濤 麥惠文 周良權 陸慕潔 陸謙遊
林致方 陳媽娣 林南隆 林暉婷 林南興
黃鴻泳 江廣田 黃錦順 江柏豪 陳嘉泰
林汝穎 陳建峰 陳建澤 陳凱霖 陳傳添
鄒瓊華 李建山 陳建春 陳敏英 譚惠紅
釋修岸 熊行海 鄒達明 許映碧 鄒詩婷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鄒漢明 鄒鳳音 鄒鳳美 鄒鳳嬌 廖建超
小澤慧迦 周行洋 岑行朝 吳柏雄 陳和崧
吳錦華 李濟財 李浩然 李仲然 岑麗雲
葉大衛 孫聯湛 李寶儀 李凱儀 李永昌
李永康 李鍚潮 梁麗霞 李翠芳 何玉蓮
孫聯溢 孫聯江 孫秀華 孫聯波 孫蔭華
譚乃正 黃秀敏 吳素瑩 吳青穎 朱文津
羅佩群 葉福華 梁安詠 梁德光 冼永雄
冼永強 曾晚紅 朱可怡 林謙　 馮志釗
梁德明 梁德佳 黃麗芳 李綺薔 劉耀宗
黎秋詠 李家照 王寶珠 田　彬 田　興
何漢松 梁麗娟 何少雯 何綺雯 姚英林
姚宇曦 王秋明 陳彥衡 王慧芳 吳奇柏
陳秀絹 王達邦 王玉臻 王煜祺 蘇沃權
蘇明彥 蘇明慧 蘇胡仲儀 王俊松 陳美顏
袁燕玲 岑淑連 岑兆光 岑劍英 黃燕香
麥振梁 朱可明 溫信向 伍信善 葉日妹
毛月華 謝基年 方信慈 謝嘉晉 謝嘉祺
張佩珊 梁淑瓊 何愛霞 梁清瑤 謝柏恒
麥少安 麥藹瑤 麥浩朗 麥國強 馮梅芬
吳惜花 莊詠程 莊欣達 黃旖旎 蔡國梁
莊禮祺 蔡以孜 莊禮瑩 譚炳輝 李國材
吳洛儀 吳鎮明 吳惜清 吳旻熹 李安邦
黃沛堅 李　棠 李惠貞 未月兒 姚汝柱
姚兆亭 曾豔玲 何玉嬋 曾傑新 曾水偉
李少靜 歐創東 歐卓霖 廖行傳 歐創基
廖玉蘭 歐志康 盧寶琳 歐采泠 歐曉陽
黃婉女 盧國材 黃如玉 黃如珠 紀家俊
洪偉雄 洪明禧 黃淥堉 黃如意 林秀花
何曉晴 何振光 周佩珊 李瑞玲 李志深
蔡麗華 李瑞芬 張光裕 張行聖 鄧行提
歐可穎 區耀斌 區凱晴 廖貴生 曾婉霞
廖恩蕎 廖貴平 沈鳳鳴 廖桂華 蔡悅兒
蔡榮文 李陳淡坤 鄧行提 鄧行淨 勞浩洋
梅寶珠 李俊熹 甄重生 甄子峰 甄子軒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周秀娥 黃柱啟 鄧二妹 林惠忠 黃小燕
林卓恒 林卓怡 源家莉 莊閃輝 陳紹融
黃秀英 陳健雲 陳健欣 　志瑤 張凱琳
張榮永 劉原彰 劉德誠 李笑芬 蘇潔英
陳貽旭 王小盈 王婷萱 華　雯 李德華
葛兆輝 鐘楚卿 葛羿伶 葛倩欣 葛彥希
顏巧枝 吳錦泉 鐘楚平 陳景豪 李偉忠
李震洋 李震威 朱月卿 朱月明 陳偉洪
陳凱恩 陳依華 施宣坤 楊芷穎 楊衛邦
黃銀先 何綠閑 陳桂枝 朱火勝 朱洛文
朱廣華 朱衛狄 朱衛燊 李麗萍 李偉庭
李偉江 李偉民 李詩敏 李詩韻 葉卓倫
鄒　泉 羅煥英 鄒瑋慈 蔡沅彤 梁舜柔
李世財 劉秀珍 李恩諦 林益家 葉慧欣
葉志行 李家欣 周麗冰 周麗娟 周麗嫻
黃巧兒 李漢喬 容偉康 盧少芳 黃仕民
甄嘉寶 劉麗施 譚　珍 吳　添 郭月嫦

Christina W. Cheung Selene Y. Hao 張國偉 陳婉華 譚小玲
徐東聖 吳婉華 徐東霆 徐綺彤 徐小Ｂ女
王海根 李慧娟 王大威 雷美玲 王子彥
毛楚英 陳詩華 陳詩彤 陳葦津 陳秉文
關敬康 陳嘉彤 陳姿蔚 歐美蘭 莫思琪
黃麗樺 葉瑞智 葉瑞媚 姚廷禾康 姚希賢
葉佩君 葉佩瑤 葉朗均 葉朗球 葉志軒
杜麗珍 李炎昌 李頌雅 張嘉勻 譚惟仁
譚廣流 梁　瑛 嚴穎敏 嚴浩正 陳麗莉
廖愛玲 溫穎慈 文子賢 劉寶珍 廖愛蓮
廖日旺 廖小玲 梁家偉 陸道眾 徐國耀
陳忠壕 唐益群 譚耀祺 周穎姿 吳雪鳳
鄺文炎 鄺佩璿 深俊濠 張嘉珍 張慶發
張敬森 梁健成 梁嘉琪 梁嘉峻 梁嘉熾
梁啟賢 陳順有 蕭惠霞 何惠儀 黃金枝
黃金順 黃金愛 邱錦霞 楊麗絲 楊麗珠
王樂盈 葉正樂 譚瑞芳 吳梁好 吳國城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吳春梅 石芷華 石芳華 石沛華 吳采霖
吳穎霖 劉兆榮 湛尊榮 劉嘉口永 劉嘉惠
蔡惠娟 楊雅雯 楊真瑜 丁　瑩 蔡碧茹
陳錦麟 陳思羽 徐祖耀 杜雁卿 徐麗坤
KHALIL 霍瑞英 鄧柏沂 龐建昌 戴翠萍
蘇偉業 何佰妹 伍偉倫 陳鑫康 李文偉
謝凱珊 謝展洲 關錦玲 三寶弟子 金珠斐
林健華 紀　妍 林政僑 林梅英 林文琴
鄧大偉 何銀英 鄧志亨 鄧思敏 黃桂仙
蔡敬星 張月英 馮　玉 勞耀琳 楊　山
範浣棠 林亞鸞 袁明傑 謝綺韻 黃文昌
呂雪華 黃趣恒 歐陽秋嫦 徐嘉敏 徐嘉麗
鄭耀忠 陳健文 胡展濤 鄭玉瓊 譚卓培
劉慧然 梁惠真 應叡泓 應維龍 林梅珍
文凱琳 曾悅影 李宏泰 樊佩瓊 馬慧貞
李知澧 李宏發 李緯熙 曾鳳儀 伍凱鈴
吳創業 程亞珍 吳美瑩 張寶景 莫麗儀
陶偉思 賴翠雯 陶健衡 陶宇健 郭書銘
釋衍安 王　莉 文婉瑩 歐麗珍 文婉慧
鄺源發 鄺盈芝 文啟賢 趙和池 李麗娟
古志芬 黃濱玲 黃能枝 葉美玉 李仕正
莊茜瑜 范桂梅 範志明 周翠群 範浣碧
郭麗芝 呂玉華 葉永青 葉啟民 葉靜雯
許秀嫻 徐敏興 徐蕭玉招 徐汝安 徐奕安
鄭暐曄 林翠萍 馬道銀 蔡巧嬌 蔡亞巧
林素華 范進國 范卓民 範嘉麗 範禮宏
歐鏡明 歐浚鉻 歐浚義 李綺澄 李靜蘭
李永良 李潔蘭 麥雯娟 朱鎮東 朱世濠
麥　健 張　有 譚碧桃 鄭婉青 陳怡庭
方更兆 方銀虹 方慧虹 方麗虹 樊玉霞
楊文廣 楊慕楨 楊仲桓 楊仲宏 鄭家麒
鄭家駿 鄭裕盈 詹麗芬 李明其 李明傑
李苑凝 李蘊然 李綽思 黃學進 黃慧玲
黃慧敏 陳秋鶯 容志超 容柏年 容佩欣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王坤賢 賴銘芳 陳賢華 劉翰林 劉德輝
黃貴卿 劉嫣廷 朱立基 張美蘭 朱悅嫻
朱悅芬 鄧清河 鄧灝康 鄧蕙敏 鄧凱聰
游育燕 餘德明 夏月嫻 餘倩彤 餘倩庭
呂駿東 呂燕瑜 吳志強 馮娟養 姚麗華
招楚珊 張華彥 黃錦歡 雷宏裕 黃德義
雷欣欣 譚達慰 張玉蘭 李順良 黃麗萍
李紫茵 鐘惠芳 黎佩姿 黎穎姿 黃浩霖
薑允晹 蔡爾平 蔡麗純 張佩卿 馬清樺
馬木炳 吳照耀 歐慧真 歐福壽 林東嬌
歐愛媚 鄧偉森 歐靜藍 歐偉康 林佩佩
吳灌輝 關灝軒 關灝文 楊詠琦 李鴻基
李永基 李浩基 林紫雲 黃浩端 施少婷
黃巧書 施少雯 黃容娟 賴潤瓊 黃超碧
譚美容 吳子惠 伍聯超 伍焯賢 林彩娥
蔡民鏢 蔡錦容 蔡秋玲 蔡錦惠 徐炳祥
黃守敬 侯廣淩 黃惠芳 曹慧儀 劉慶思
劉惠英 李樂然 林敏堅 林宇熒 何玉華
劉慶偉 劉慶森 MUSTIANA 林舜榮 鄧玉蓮
楊小娟 郭金池 呂燕媚 呂燕琪 伍嘉慧
伍淑慧 劉志遠 廖佩恩 劉運嬋 劉惠蕑
蕭司洛 譚惠好 談彩珍 施秀旋 劉惠芳
鄧黎平 黎鳳嬌 張灼華 AGNES CHAN 林友璿
程曉倩 林梓森 林梓樺 李美玲 馮國明
方惠施 黃　香 馮碧瑩 黃雋洛 黃慶文
陳雅恩 陳穎然 陳卓潁 黃麗娥 陳志明
李　娣 石　驥 石鳳華 石京華 石玉華
吳良貴 陳典喜 李麗鄉 李美儀 張瑜殷
張瑜恩 張瑜峰 李小悅 周卓仁 蔡家駱
滿秀蘭 彭葉萍 彭葉青 NICOLE MA 徐敏華
徐貞華 徐凱華 徐綺華 龍銓成 龍家駒
龍家輝 曾美英 王秀弟 劉偉鑽 廖耀健
梁兆文 梁兆基 梁佩怡 蕭定護 蔡耀福
蕭顯志 蕭顯輝 蕭寶芝 蕭浩森 冼兆光
冼嘉欣 冼嘉明 杜佩瑜 葉木百祥 葉木百榮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葉木百洪 葉桂萍 孔令濠 野澤智子 庾娟慧
潘冠中 施秀芬 紀惠蘭 紀桂芸 紀榮峰
紀夢懷 杜美玲 尤劍才 杜　生 林文海
卞愛華 林寶筠 林漢東 卞振華 陳美珍
卞倩茵 黃靜儀 黃淑儀 野澤優作 朱俊文
葉宜岩 葉嘉成 梁詠琪 卞美華 邱慈玉
向偉雄 梁愛桃 向婉晴 周煒光 張美斯
周鑫漩 周鈺涵 王美瓊 林添養 莫金滿
呂嶽謙 何忠毫 鄧竹青 徐鳳茵 葉錦昌
鄺婉雯 劉永東 餘澤霖 餘繼育 譚惠芬
餘穎欣 余慶妍 江惟民 江惟慧 容美緣
江永麟 江永豪 郭渭民 彭綺華 郭家驄
袁美君 郭穎潼 黃幗恩 羅慧芬 李富榮
徐　金 蘇細妹 冼劍釗 顏婉嫦 蔔凱澄
龐惠貞 李志佩 杜瑞貞 馬惠貞 卓漢文
鄭瓊真 劉玉燕 楊克鳴 莫金娣 楊孟羲
楊碧嫻 楊俠允 陳顏弟 郭福泉 楊冰儀
羅志遠 鄭自立 蔡小霞 岑康晴 岑逸峰
岑逸明 曾梓良 曾祖賢 曾淑賢 何沛盈
何沛衡 何佩琳 劉南洋 陳招治 劉智毓
陳建樂 劉智靈 羅日榮 劉智珊 楊　炎
楊淳祿 楊印清 潘柳璋 潘少芳 潘豔芳
林國基 李建芳 胡水南 梁萱蓉 李建忠
李明月 沈家東 張麗儀 梁俊禧 梁鈞順
張耀鵬 顧卓隆 何黎少容 何瑞瓊 何瑞珍
何瑞玲 曾錦球 羅惠文 劉萍芳 羅淑賢
俞雪銀 吳沖明 倪愛瓊 胡紹德 胡紹權
胡紹康 胡紹威 胡惠賢 楊偉強 潘麗芳
楊惠森 楊偉傑 楊俊民 楊雅文 楊志朗
楊考樂 高　雲 黃浩文 鄒永昭 鄒兆恒
蔡美春 李雪芬 周德寶 謝月娥 謝秉芳
周德輝 周德勝 周紫程 譚嘉麗 周雪萍
盧銘康 周雪梅 吳堡男 吳振新 梁煥操
梁詩雅 梁詩琪 梁詩敏 梁詩然 梁詩意
周來鳳 周來珍 徐力鳴 徐偉倫 徐濠倫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1）

徐洛倫 周來英 陳順文 陳順儀 張煒城
張詠雅 潘智達 張少英 潘家榮 張耀明
楊燕萍 張民傑 張文琪 張志華 趙美蓮
鄭德華 黃燕琴 鄭文意 鄭連輝 葉世強
張美英 葉凱敏 葉凱崎 張佩英 曾麗蓉
張振邦 張振威 陳淑紫 郭泰德 譚志成
黎淑儀 林蔚文 梁錦華 鐘鳳鳴 劉月明
趙複禮 鐘晞哲 趙惠東 祁翠怡 鐘慧玲
鐘健偉 鐘健華 鐘健榮 劉月美 鐘展鴻
馮茵茵 鐘曉陽 姚潔儀 趙顥淇 趙彥欣
姚潔麗 趙澤榮 劉小敏 姚斐然 姚潔貞
黃　群 許介真 周俊明 何惠嫻 何承熹
何　瑞 羅銘珍 朱克度 庾志堅 庾妙娟
庾妙蓮 庾雅儀 庾劍財 文家威 庾渭詒
張浩彬 庾渭婷 王三妹 庾劍坤 張瑋文
張應林 王浩弘 盧佩珊 王志輝 王凱儀
王少琴 王少梅 周　好 陳佩珊 陳炳安
謝光穗 謝詠然 王秋雲 謝光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