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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中共石狮市委统战部

石狮市委社会工作部

石狮市教育局

石狮市侨台外事局

石狮市侨联

中共锦尚镇委员会

锦尚镇人民政府

锦尚镇侨联

锦尚商会

锦尚派出所

深埕边防派出所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

菲律宾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石狮市石光中学

石狮市第一中学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

石狮市华侨中学

石狮市永宁中学

石狮市第三中学

石狮市第五中学

石狮市第七中学

石狮市第八中学

石狮市蚶江中学

石狮市实验中学

石狮市锦峰实验学校

石狮市银江华侨学校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

石狮市仁爱学校

石狮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石狮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石狮市琼山中心小学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复光校区

石狮市锦尚镇东店小学

石狮市锦尚镇锦里小学

旅菲锦尚同乡会

旅港锦尚同乡会

石狮二中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石狮二中石狮市校友会

石狮二中菲律宾校友会

石狮二中香港校友会

石狮二中澳门校友会

石狮二中晋江市校友会

石狮市石光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一中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侨中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永中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蚶江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银江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五中教育促进会

石狮市琼山教育促进会

锦尚镇厝上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锦尚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西港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东店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杨厝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奈厝前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卢厝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港前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深埕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谢厝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锦尚镇港东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人会

厝上锦尚老人协会后申厝二中分会

厝上村后申厝万历公海内外教育基金

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石狮市第二中学办学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周年教育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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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二中教育促进会第六届理监事会芳名

祝贺单位

永远名誉会长：卢武敏 邱季端 邱季华 邱天生 邱允坚 邱荣华
邱文郊 邱仁文

高 级 顾 问：邱家赞 林自育 林天虎 林希妍 李 斌 陈贻萍
李丽月 卢文进 王水坤 邱华金 郭瑞泽 李道平
邱聪明 蔡尔纯 邱立新 王金沙 林建国 黄作捌
蔡启新 卢小梅 邱宗存 邱朝阳

顾 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 课 王书权 王书策 王文挺 王再兴 王进益
王秀姜 王学良 王文对 王建育 王秋菊 王培民
王清源 王剑鸿 卢丽雅 卢明稽 王清扬 王志焕
卢周瑄 卢 伟 卢瑞墩 卢明芽 卢小从 卢文斌
卢鸿利 卢金宗 卢聪景 卢吉彻 刘志松 许长泉
许妙琼 许恬恬 许炳勋 许铭坛 许清江 孙白薇
李有力 李贞铭 李延安 李荣亮 李远志 杨昌阳
杨德芬 邱华侨 邱永乐 邱天送 邱水冰 邱允轮
邱于生 邱于兴 邱于松 邱于棋 邱于锦 邱仁荣
邱文龙 邱文伟 邱允贤 邱允明 邱允建 邱允保
邱玉丹 邱玉星 邱立新 邱伟振 邱华煌 邱向阳
邱江流 邱亨利 邱良须 邱尚比 邱尚坤 邱国平
邱国林 邱明革 邱忠义 邱金镇 邱金栋 邱金钩
邱宗本 邱宗财 邱宗勇 邱宗智 邱宗满 邱汉清
邱建民 邱奕民 邱奕典 邱奕育 邱奕星 邱奕淡
邱家耀 邱洪颖 邱清丽 邱清河 邱清溪 邱清雄
邱清远 邱绵绵 邱朝晖 邱美双 邱韵玲 邱允锋
邱建明 邱天生 邱培钦 邱志雄 邱国进 邱世泽
邱尚定 邱清满 邱友炳 邱海涛 邱瑜谊 邱海涛
邱金环 邱美双 邱丽越 邱宗德 佘日建 张英勇
卢金宗 张瑞富 张宝利 张力勤 张峥嵘 张宝葛
陈丽影 陈云锋 陈碧理 陈庆海 陈健全 陈友明
陈增雄 陈珊珊 林再景 林阿队 林阿欣 林阿民
林昆仑 林荣欣 林定渊 林再裕 林再贤 林丽榕
林金田 林清溪 金玲珊 周拥护 郑立新 洪建忠
胡文献 胡叶碧 胡江海 侯国富 侯天意 侯世团
侯远育 侯连扬 候天意 黄罗士 黄建祝 龚良弼
龚怡和 董立新 董智勇 董立新 傅荣辉 傅子坛
傅明长 彭小维 谢宁波 谢联芳 曾国志 蔡振彬
蔡咸南 蔡文沛 蔡玉顺 蔡尔纯 蔡加宽 蔡延安
蔡延西 蔡丽真 蔡怀旭 蔡良景 蔡良锋 蔡英杰
蔡建国 蔡咸品 蔡科日 颜丽曼 蔡天温 蔡荣莅

永远荣誉会长：张柏枢 蔡天真 蔡志河 邱荣华 邱允坚 邱仁文
邱家辉 侯泽钦 蔡维续 邱德慧 邱奕杰 许明棋
林佑碧 蔡志忠 邱于利 姚志远 蔡建立 邱奕立
谢晓斌 张辉贤 邱尚振 邱国庆 卢荣兴 辛炳煌
蔡应国 蔡向前 李锦仪 邱家派 邱宗赶 王清源
侯文平 邱奕富 邱张琼莲 姚高玲玲 邱王秀珍

荣 誉 会 长：蔡沧江 蔡继汉 王书顺 邱桂田 王加芳 邱丽真
蔡荣显 林旭东 邱文力 张俊杰 邱清往 林志谦
王辉煌 王题中 林有志 邱志鹏 李祯炼 蔡育群
洪鹏锥 卢锦钦 卢月玲 林向阳 卢明月 邱奕团
蔡鸿儒 邱淑勤 林 美 李天注 蔡健聪 蔡清票
吴永章 邱美良 邱天送 侯国富

永 远 会 长：蔡咸枫 邱仲生 辛飞跃 邱跃进 王文庆

会 长：邱奕田
常务副会长：蔡建平 邱应祥 蔡金盾 谢兴生 颜丽雅 侯泽质

邱文言 侯世炼

副 会 长：(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显 卢文进 卢仁怀 许天明 许健康 刘文典

李天注 陈金镖 陈冬鑫 陈顶跃 张清坛 张诗情

张宏图 张春茂 邱金凤 邱国瑜 邱志勇 邱宗涌

邱碧芬 邱盼盼 邱于志 邱自力 邱桂秋 邱宗钦
邱奕满 邱春从 邱红良 邱玉丽 邱宗升 邱礼博
邱鸿图 邱其仁 邱金栋 邱尚侦 邱诗儒 邱金奖
林来坤 林礼法 林诗体 林养抱 侯清秩 侯泽炎
侯泽培 傅孙车 蔡延东 蔡鸿语

理 事 长：蔡建平(兼)

副 理 事 长：（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伟志 王聪敏 王伟民 王 返 王华龙 王荣德
王华程 卢建民 卢聪志 卢建国 卢阿大 卢丽雅
卢韵宜 卢秀媛 许文调 许宝新 许建溪 许毓群
刘贤恭 刘以宪 李美团 李绵绵 李财向 陈民安
陈伟南 陈庆怀 陈庆移 陈庆平 张辉日 张嫦月

邱仁义 邱良须 邱金帛 邱丽端 邱丽霜 邱宗隆

邱家耀 邱建法 邱振贤 邱鸿贤 邱逢春 邱逢春(港）

邱建福 邱奕佳 邱纯治 邱丽丽 邱丽琴 邱炳华

邱毓箴 邱朝阳 邱珊珊 邱建智 邱金水 邱明泽

邱志强 邱金泉 邱尚呆 邱志坤 邱秀彩 邱尚标

邱家艺 邱炳烟 邱庆默 邱再兴 辛丽璇 林少伟

林文胜 林礼轮 林佑培 林红红 林清扬 林荣彪

侯天文 侯垂翻 侯世勃 侯世通 侯连扬 侯金宝

侯丽珠 侯明智 傅子强 傅天育 胡碧端 胡鑫珠

胡其锡 谢志焕 谢荣宗 谢玛玲 谢丽心 蔡民生

蔡良习 蔡良凯 蔡仲青 蔡咸尚 蔡再添 蔡世淦

蔡宗龙 蔡国聪 蔡文峰 蔡振雄 蔡咸品 蔡惠祥

蔡金福 蔡怀伟 蔡清泽

会务咨询委员:邱天送 侯国富 高祖渊

秘 书 长：林文胜

副 秘 书 长:卢丽雅 邱良须 侯天文 许建溪 蔡添明 许天明

邱宗涌

常 务 理 事:（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作 王世炎 王连镖 王文挺 王丽真 王国标
王树星 王自然 王名读 卢丽亚 卢波治 吴晓霞

许加荣 许天赐 许秀坤 李火响 陈碧理 张丽欣

吴增力 邱礼足 邱清芳 邱奕淡 邱秀珠 邱丽雅

邱建泰 邱国泉 邱尚坤 邱明境 邱奕根 邱振华

邱嫣嫣 邱宗南 邱胜利 邱少珊 邱永俭 邱金恋

邱金镇 邱荣胜 邱于顺 邱美珠 邱宗班 邱迎迎

邱礼文 邱我端 邱芳民 邱明芽 邱丽敏 邱允挺

邱腾蛟 邱英程 杨昌阳 杨鹏飞 杨燕玉 张辉祥

金宏伟 林佑珊 林拥军 林邦合 林志雄 林良佳
林清河 林春峰 邹正喻 洪家谅 胡国杖 施新心
侯丽玲 侯建利 侯泽木 侯德胜 侯远芳 侯世帅

侯建筑 侯泽雄 高祖渊 黄雪芳 傅永聪 蔡亚淑
谢玛锦 谢金宜 谢金锭 谢联财 谢维堆 谢秀幼
蔡景祥 蔡婵婵 蔡文辉 蔡长华 蔡扬喜 蔡亚世
蔡亚振

理 事:（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沙 王永泰 王秀姜 王建对 王学良 王庭章
王天敏 王枝碧 王龙锋 卢长茂 卢瑞墩 卢育绵
卢艳映 卢秀美 卢天作 卢永川 李鹏云 李松林
李清华 李松谋 陈艾艾 陈珊珊 陈瑜玲 张火碰
张红妮 张金满 张丽旋 邱允丕 邱亚艺 邱向阳
邱志平 邱国升 邱丽越 邱丽红 邱丽雅 邱金算
邱宗财 邱月守 邱清溪 邱聪超 邱家健 邱美满
邱荣心 邱诗棉 邱亚兰 邱建明 邱宗存 邱鹏鹏
邱秀贝 邱秀华 邱玉秀 邱丽玲 邱珊红 邱尚墩
邱文城 邱爱珠 王蔓真 邱莞尔 邱丽碧 邱爱伟
林日阳 林国文 林建国 林清溪 林丽雅 林建南
林丽雅（菲）杨秀系 杨德桥 杨聪群 杨曼莉 胡振望
胡璇璇 侯泽鼓 侯玉妹 侯桂花 侯荣显 施比受
郭瑞泽 郭 愿 黄作捌 黄老允 谢宁波 谢联峰
谢玉霞 蔡文沛 蔡天顶 蔡金专 蔡丽辉 蔡振彬
蔡荣达 蔡秀锦 蔡忠俭

理 事 单 位：菲律宾校友会 香港校友会 澳门校友会
晋江市校友会 初58级61届同学会
初60级63届同学会 初64级67届同学会
初中68届乙班同学会 初中68届丁班同学会
高70级72届同学会 初70级高74届同学会
初71级高75届同学会 初72级高76届同学会
初73级高77届同学会 初74级高78届同学会
初75级高79届同学会 初76级高80届同学会
初77级高81届同学会 初中78级81届同学会
初79级82届同学会 初80级83届同学会
初81级84届同学会 初82级85届同学会
初83级86届同学会 初84级87届同学会
初85级88届同学会 初87级90届同学会
初88级91届同学会 初89级92届同学会
初90级93届同学会 初中96届（1）班
初中96届3、4班 初中98届（1）班
初中98届（4）班 初中98届（5）班
初中98届（8）班 初中99届（6）班
初中99届（8）班 初中99届（9）班
初中99届（10）班 旅港锦尚同乡会
锦尚镇侨联 锦尚镇商会

监 事 长:林礼法
监 事:侯天文 许建溪 蔡添明 邱国权 蔡延平 邱仁荣

邱允健 邱奕典 邱明显 王世泉 蔡天恩 侯丽珠
邱明月 邱清默 蔡萌芽 邱清雄 邱丽鸳 王永川
邱荣闽 张春茂 邱礼利 洪金镖 卢永长 傅建立
张清云 邱延庆 傅雅英 邱亮亮 李祥闽 傅锦旋

财 务:邱炳华

顾 问：蔡建聪 邱国庆 侯连扬 邱跃进 蔡万玺 谢兴生

团 长：邱奕立

副团长：邱奕佳 邱清江

秘书长：邱丽碧

团 员：邱纯治 邱毓箴 蔡长华 谢丽心 李清华

荣誉团长：邱仲生 王文庆
名誉团长：邱清往 邱家辉 许天明 蔡志河 侯泽钦 林旭东 邱文力 张俊杰
团 长：邱文言
副 团 长：林志谦 邱志鹏 王题中 邱礼博 陈顶跃 刘文典 邱志勇 侯泽炎 邱鸿图 王名读
顾 问：蔡建平 邱德慧 王书顺 李天注 王加芳 林有志 蔡维续 蔡荣显 蔡延东 许毓群
秘 书 长：侯天文
团 员：王华龙 侯泽雄 侯世炼 蔡扬喜 侯建筑 林清河 邱英程 邱红良 龚怡和 邱志强 蔡惠祥 邱奕杰 蔡咸品

杨传农 王荣德 蔡金福 邱丽霜 邱礼文 邱丽真 邱宗升 陈冬鑫 蔡阿世 邱我端 蔡育群 侯丽娜 邱玉丽
邱丽瑜 王玉璇 蔡玲玲 苏美美 黄美玲 杨金璇 谢美雅 王美红 李婉真 许品华 潇美玲 张雪玉 王仁谦
林美莉 许万程 郑湘云 邱志坤

名 誉 团 长：邱宗涌 蔡咸枫 林佑碧 颜丽雅

名誉副团长：陈庆怀 卢明月 邱于利 邱金凤 邱碧芬 邱尚标

名 誉 顾 问：颜培材 蔡月华 蔡秀良 蔡淑仁 苏园园

团 长：林向阳

副 团 长：邱盼盼 邱明泽 侯丽珠 李绵绵 林荣彪 胡其锡 邱美良 邱丽真

秘 书 长：许建溪

团 员：谢维堆 谢联财 谢金锭 邱鹏鹏 谢荣宗 蔡怀伟 谢玛玲 杨燕玉 卢褒治

王丽真 王蔓真 许秀坤 李纯碧 邱秀彩 胡鑫珠 李伟顺 邱明芽 邱爱珠

邱嫣嫣 邹正喻 谢玉霞 邱莞尔 侯远芳 邱文城 林绵绵

石狮二中菲律宾校友会庆贺团芳名

石狮二中澳门校友会庆贺团芳名

石狮二中香港校友会庆贺团芳名

名誉团长：许天明 施纯程（首峰）王文展

团 长：陈增文

共同团长：李鸿铭

秘 书 长：蔡文忠

团 员：方超瑜 吴敏芬 蔡聪英 叶秋霞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庆贺团芳名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团 长：吴光级

副团长：蔡志河 侯泽钦 林旭东

顾 问：陈清满 许天明

团 员：邱家辉 蔡荣旋 邱仲生 陈清祝 蔡建平

王文庆 邱奕杰 王书顺 陈增文 吴建民

张俊杰 邱清往 邱文言 王题中 蔡荣显 林有志

林志谦 邱文力 蔡文忠 董欣恭 邱鸿图 侯世炼

王加芳 陈顶跃 蔡金福 蔡育群 蔡咸品 李天注

邱礼博 侯泽炎 王名读 蔡延东 邱志勇 蔡扬喜

邱志鹏 王一峰 杨子贤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庆贺团芳名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