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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鄧國祺

   比利時 

陸惟華

   加拿大  

李靜雯 林再圓 張　恆 郭杭建

陳田恩 盧清遠 羅建生 羅偉顯

   中國

丁秀琴 丁保成 丁密金 于宏濤

于長江 于艷華 大土三陽（李曉輝） 仇德樹

勾奇志 孔　淩 孔維克 方　土

方　立 方　然 方　瓊 王　震

王　力 王　宓 王大方 王天勝

王玉良 王玉璽 王申勇 王有政

王西京 王奇寅 王昌楷 王明明

王冠軍 王美芳/趙國經 王家訓 王筌力

王煌湘 王裕國 王維寶 王學東

王樹清 王鴻澤 包金星 史國良

正　奇（鄭琪） 田　力 田秀玲 田黎明

石　虎 石　齊 石　晶 石　琳

任　偉 伊賢彬 安　佳 庄小雷

朱　樸 朱必頂 朱艾平 朱訓德

江文湛 江宏偉 江恩蓮 江漢城

牟　成 米春茂 何二民 何多俊

何雨春 何家英 何鴻佳 吳　揚

吳山明 吳孔庭 吳冬梅 吳占春

吳玉亮 吳建科 吳齊鳴 宋　滌

宋玉輝 宋光偉 宋承德 宋彥軍

宋桂林 宋維成 李　江 李　兵

李　旺 李　喆 李　然 李　濤

李乃蔚 李小可 李永文 李永波

李安生 李志宏 李長田 李夏夏

李魁正 李靜文 杜應強 汪曉靈

沈春南 沈道鴻 沉　浮 肖　偉

邢誠愛 周　冰 周　凱 周中耀

周明安 周逢俊 周連剛 周韶華

孟慶一 孟憲濤 招務超 林　琳

林　濤 林良洪 林容生 林瑞庭

林德才 武衛萍 金　鑫 金格格

雨　石 姜志峰 柳財順 段　煉

紀連彬 胡　慧 胡永凱 胡家龍

胡澤濤 唐秉耕 夏　野 夏道法

孫建林 孫紅麗 孫紹維 徐一文

徐惠君 徐源凱 殷明尚 海　天

祝　燾 秦　龍 秦天柱 翁振新

荊騰龍 袁　武 袁　林 郝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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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強 高　雲 高健勝 高喜占

高澤海 崔如琢 張　策 張　爾

張　廣 張　藝 張帆春 張秀萍

張建民 張偉民 張賢明 張鎮華

曹　輝 曹小欽 曹金華 曹雯輝

梁　岩 梁　善 梁培龍 梁業鴻

梅　凱 莊劍剛 許欽松 郭正英

郭志全 陳　帆 陳　俊 陳　輝

陳　鵬 陳乃建 陳文傑 陳永康

陳永鏘 陳玉蓮 陳如冬 陳孟昕

陳春勇 陳訓勇 陳雲鵬 陳萬福

陳鈺銘 陳福新 陶怡帆 陸　軍

陸天寧 陸春濤 傅振文 喬宜男

彭銘利 曾　謙 鈕茂生 馮　勇

馮　豪 馮　遠 馮一鳴 馮大中

馮水清 馮長江 馮霖章 黃　群

黃明珠 黃炯青 黃開叢 楊延文

楊明義 楊芝文 楊僖宏 楊儉樸

楊曉洋 楊曉陽 楊熹發 萬利民

葉　峰 葉其青 董小明 董希源

虞蘭因 賈向國 鄒　明 鄒　莉

鄒傳安 雷　玲 趙志章 趙京橋

趙建成 趙栗暉 趙無眠 趙準旺

趙漢忠 趙澄襄 趙曉安 趙濺球

齊　昕 齊　然 劉　剛 劉　原

劉三餘 劉大為 劉子建 劉元模

劉可明 劉光達 劉金貴 劉勁松

劉春潮 劉祖良 劉新華 劉樹楓

劉龍耀 劉懋善 劉繼彪 劉鐵泉

歐作興 歐陽錦 潘　纓 潘永帥

潘喜良 蔡　超 蔡金花 蔣德斌

諸　彪 鄧天平 鄭　忠 鄭　強

鄭文森 鄭百重 鄭宏光 魯雙喜

黎柱城 盧禹舜 蕭　瀚 蕭玉田

閻中柱 戴雨樵 薄　雲 薛　亮

鍾汝榮 鍾慶 韓　昊 韓　優

韓　璐 藍　寧 羅　翔 羅雲山

關玉良 龐泰嵩 嚴　華 蘇　睿

蘇百鈞 蘇維賢 蘇繼海 饒　薇

   法國

朱毅中 宮雪花 馬德升 馬澤霖

  香港

Frank Vigneron 天　池 王秋童 王無邪

王鎮西 半　未 司徒乃鍾 伍月柳

伍家賦 朱潔儀 江立峰 何才安

何百里 何洵瑤 何紀嵐 何露絲

吳盛源 吳麗萍 呂豐雅 李志章

李林先 李振輝 李景民 李頌翔

李綺媚 沈　平 沈　默 卓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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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枝 林天行 林文傑 林湖奎

俞毓華 派瑞芬 韋邦雨 韋勁敏

容子敏 容藝文 徐海秋 徐益行

徐錦江 馬達為 高　楠 高杏娟

康雁屏 張中柱 張民軍 梁兆隆

梁麗雯 莫一點 許昭奇 許麗莉

陳成球 陳君立 陳東山 陳勉良

陳家義 陳球安 陳詠怡 陳瑞瑩

陳澤輝 陳燕雲 陳鏡田 麥翠影

麥錫恩 麥羅武 曾斯琪 馮永基

馮若城 馮雱英 馮禮慈 黃　今

黃永玉 黃孝逵 黃偉建 黃琮瑜

黃黑蠻 楊國芬 楊頌雅 葉樹菁

董慶義 靳埭強 廖東梅 熊　海

熊　輝 趙志軍 劉孟歡 劉昆餘

蔡布穀 蔡健如 蔡湘君 鄧國榮

黎　明 蕭柏強 蕭輝榮 賴筠婷

鍾立崑 鍾育淳 鍾建新 韓秉華

簡志雄 羅文峰 羅志強 羅致勇

   冰島

盧　弘

   日本

王子江 裡　燕 張　弛 趙龍光

樂震文 謝春林

   澳門

吳陸升 李德勝 沙劍朗 麥光榮

曾國明 楊大名 廖文暢 譚植桓

關權昌

  馬來西亞

林國忠 葉逢儀 黎潮湘 謝添宋

鍾正山

   荷蘭

周　俊

   新西蘭

劉　觖（丹增.謝朱）

   新加坡

陳建坡 鄭劍峰 賴瑞龍

   台灣

王家農 江明賢 江麗香 何懷碩

吳珮華 宋瑞和 李重重 李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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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海 李憶含 李轂摩 周　澄

林章湖 林象元 洪根深 孫翼華

袁金塔 張克齊 張梅香 張禮權

莊連東 許秀蘭 陳正隆 陳朝寶

曾肅良 程代勒 黃光男 黃淑卿

黃朝湖 楊　喆 劉振富 劉國松

劉蓉鶯 歐豪年 蔡　友 鄭月妹

韓訓成 羅　芳 瀰力村男

  英國

曲磊磊

   美國

王海嬰 古銑賢 吳　毅 胡宇基

梁藍波 舒益謙 虞世超 靳傑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