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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石狮市石光教育促进会第六届
理监事就职典礼隆重举行

祝贺单位

高级顾问：
王龙雏 王建民 王荣茂 王爱恳 刘成业 许友刚 吴彦南

吴清含 吴惠榕 李希圣 邱仲华 陈继育 郑良彬 郑国欣

姜鼎煌 洪维陆 胡建宇 钱洪建 高文俱 黄清湖 曾惠华

程和平 蔡文献 蔡志从 蔡桂英 颜雪珍 戴团源

永远荣誉会长：
施子清 杨孙西 林玉燕 王启明 吴新涛 蔡经阳 许荣茂

许明良 王明洋 王明其 吴永水 蔡建省 许荣芳

永远名誉会长：
卢文端 卢温胜 施展熊 李贤义 蔡友铁 卢祖荫 邱天生

施良侨 邱季端 邱季华 吴金山 陈文栋 洪淑佩 蔡淑好

蔡辉煌 蔡子朝 吴章轩 庄铭书 张英灿 蔡文彬 王培育

王亚南 林荣河 蔡其雄 蔡炯明 林英达 李青松 许克宜

蔡丽双 张志猛 蔡建四 许莉莉 吴远康 蔡经义 蔡清淳

吴玲玲 张淑玲 苏圆圆 黄国峰 吴健围 陈连升 吴银河

蔡仁义 杨华鸿 颜幼芬 施建新 蔡佳定 蔡少雄

荣誉会长：（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文生 王良烟 王焕连 卢阳阳 卢辉煌 田启明 乔胜利

刘德强 许文汀 许文健 许永德 许江展 许猛猛 何清河

何萍萍 吴永生 吴光雄 张文彬 李木理 李芝华 陈立群

陈炯烜 周 雄 林加胜 林积车 施纯程 徐宗明 黄其仁

蔡文书 蔡文艺 蔡华殊 蔡华谈 蔡其泰 蔡德成

名誉会长：（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丽敏 王晓玲 王满章 吴助仁 吴清艺 吴清湖 李垂裕

杨丽丽 杨静纯 苏明锭 陈文程 陈培德 林友柒 施良友

施国庆 施奕民 柯朝阳 洪加新 洪珊珊 洪珊谊 洪清鹏

黄伟鹏 黄惠明 蔡乃钦 蔡芝科 蔡良谋 蔡经炉 蔡青山

蔡清萍 蔡清镖 蔡朝阳 蔡辉旋 蔡新化 戴淑英

顾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凡凡 王允澄 王巧丽 王玉树 王忠景 王诗川 王善钧

卢荣斌 卢瑞墩 吕松茂 庄雅玲 汤闽生 纪培聪 许永富

许自决 许海鸣 许新新 严 频 何子晖 何恭美 何恭漂

吴明业 吴祖育 吴荣溪 吴朝阳 张传虎 张壁瑿 李辉只

杨华强 杨华铿 陈友白 陈幼青 陈连进 陈佳辉 陈金党

陈乐图 林介平 林辉煌 郑秋平 郑秋蓉 施华生 施性电

洪文化 洪建忠 黄火鹏 黄金屏 黄朝阳 黄辉煌 蔡友川

蔡友堵 蔡文献 蔡水添 蔡世设 蔡江山 蔡芳钻 蔡国伟

蔡宗斗 蔡明忠 蔡金硕 蔡美丽 蔡荣成 蔡清伟

会长：颜煌梁
常务副会长：许永德 王丽敏

副会长：（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清波 卢秀媛 孙白薇 安宝珠 许书程 李逢奖 邱联熙

林秀理 林春升 施文章 施昭曾 柯鹏双 黄习集 蔡庆体

蔡庆林 蔡蓉蓉

理事长：周雄（兼）
常务副理事长：陈金江 王荣坪

副理事长：（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飞龙 王文楚 王建雄 王忠岁 王明义 王清松 王清源

卢雅致 纪敏华 许文献 许维冰 佘裕晓 吴双对 吴美莎

邱允万 陈少泽 陈宏景 陈德迎 林芳明 林美智 林素芬

施文体 施荣新 施清海 柯文范 洪清贵 郭德成 黄华章

黄其小 黄金城 蔡世谦 蔡启仁 蔡命欣 蔡明丛 蔡明莎

蔡经锡 蔡金顶 蔡春景 蔡碧雅 颜祜藤

监事长：蔡仁义（兼）
副监事长：（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善权 许国团 许经秋 谷晋青 蔡华农 蔡清坪 吴志贡

秘书长：许清楚

常务副秘书长：施永远 蔡淳毅 蔡经镇 魏碧清 颜玉婵

副秘书长：（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文坛 王素治 王培尧 邓自如 邓松柏 田鸿龙 许武福

许莞莞 何忠铭 吴钦铭 李金典 杨加油 杨国庆 陈子扬

陈小云 陈永丰 陈金城 陈荣锋 陈真真 林友美 林芬榆

林德胜 郑美婷 姜荣华 施劲松 施维辉 施维滨 施聪娜

柯美云 洪清溪 唐舒玲 郭永叠 郭明聘 黄丽雅 黄俊义

傅活泼 曾圣缨 曾彩情 蔡志坚 蔡秀真 蔡命梭 蔡金辉

蔡标准 蔡珊珊 蔡荣义 蔡清水 蔡清烟 蔡婷婷 蔡雄群

颜琪琳

常务理事：（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秀贝 王炳耀 王婉艺 王静惠 许剑彪 吴建设 吴清小

吴鸿树 吴煤灶 张建华 李盛芳 杨凤阳 杨秉衡 杨美园

杨荣转 陈巧玲 陈玉萍 陈丽旋 陈惠盈 林乌最 林丽纯

林育仁 林清雅 姜英凯 施丽坤 施能狮 施清志 施清怡

洪礼革 洪金玉 洪家银 留志敏 郭丽琴 郭金时 郭珊珊

郭荣伟 高丽俩 黄华文 黄丽娜 黄玲玲 董红珊 蔡天亮

蔡文级 蔡文焕 蔡应训 蔡灿雅 蔡良言 蔡建萍 蔡经三

蔡经井 蔡金钟 蔡玲玲 蔡美玲 蔡衍仪 蔡爱治 蔡淳淳

蔡清岛 蔡善饮 蔡雅雅 蔡新瑜 颜丽冷 颜秀看 颜金贝

颜碧娥 戴玲玲 戴婉玉

戴梓专 戴琼琼

理事：（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志雄 王佩玲 王忠农 王明明 王南山 王祖艺 王淑治

王雪芳 庄加森 池连呈 许红旗 何锦婷 吴为汉 吴为信

吴双玲 吴文典 吴文宣 吴长趁 吴国良 张志敏 张金祝

李贤铝 杨位省 杨鸿卫 苏仁达 邱秀吉 邱尚专 陈文标

陈丽琼 陈进碧 陈金展 陈泉足 陈清俊 陈耀柏 周美质

周新建 林分仪 林丽影 林良德 林育群 林晓瑜 林海丰

郑文华 施养建 柯玉鹏 柯连平 洪妙容 洪冠芳 郭德树

高良源 高 英 高觉慧 黄丽娜 黄奉朝 黄晓新 曾培红

蔡子程 蔡仁义 蔡友情 蔡世煌 蔡永河 蔡丽金 蔡志森

蔡怀挺 蔡秀莲 蔡其墩 蔡建明 蔡经两 蔡南万 蔡荣成

蔡恋恋 蔡海阳 蔡竞丽 蔡钰章 蔡旋旋 蔡清溪 蔡清碧

蔡辉燕 蔡德艺 颜志焕 颜勇志 魏正义

监事：（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炳岁 王清培 田陆树 纪清裕 许荣誉 许重庆 何良殊

吴为强 吴华炳 吴华棍 吴国筑 吴育哲 吴清小 吴赞扬

李圣垤 李国宏 李珍瑛 李淑兰 陈长华 陈守备 林力生

林国欣 林晓伟 林淑惠 林雅霜 姜金丽 洪志标 蔡丰富

蔡永煌 蔡秀燕 蔡其汉 蔡明义 蔡显辉 蔡炳煌 蔡清芳

蔡清苗 蔡清康 颜育群 颜祜对

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石狮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协石狮市委员会办公室

石狮市工商联

石狮市教育局

石狮市委社会工作部

石狮市侨台外事局

石狮市侨联

石光中学离退休协会

石光中学

华侨中学

实验中学

石狮一中

石狮二中

石狮三中

石狮五中

石狮七中

石狮八中

蚶江中学

永宁中学

银江华侨学校

仁爱学校

锦峰实验学校

鹏山工贸学校

石狮中英文实验学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

石狮市第一实验小学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

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

石狮市第六实验小学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闽南理工学院

泉州纺织服装学院

石狮素质教育基地

灵秀中心校

宝盖中心校

凤里中心校

湖滨中心校

蚶江中心校

永宁中心校

鸿山中心校

锦尚中心校

祥芝中心校

永宁中学教育促进会

蚶江教育促进会

二中教育促进会

锦峰教育促进会

五中教育促进会

华侨中学教育促进会

石狮一中教育促进会

石光中学北京校友会

石光中学上海校友会

石光中学广州校友会

石光中学天津校友会

石光中学南京校友会

石光中学福州校友会

石光中学厦门校友会

石光中学漳州校友会

石光中学泉州校友会

石光中学晋江校友会

石光中学香港校友会

石光中学澳门校友会

旅菲石光中学校友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