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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明議員 文沛榮先生 文美桂先生 方玉媚女士 王少強先生 王志強先生 王威信議員 王振球先生 王振聲先生MH 石松生先生 伍德基先生 何仲浩先生 何志偉先生
佘恩典先生 吳日章先生JP 吳明珍女士 呂 堅議員 宋偉澄先生MH 李月民議員MH 沈豪傑議員 林 漢先生 林偉培先生 林琼美女士 林楚強先生 林碧珠女士MH 邱王碧卿博士
邱帶娣議員BBS,MH 邱慶平先生 邱慶新先生 姚國威議員 胡民賜先生 英永祥先生 倪錦輝先生 徐君紹議員 袁敏兒議員 袁漢華先生 張木林議員 張志光院士 張志遠先生
張學明議員GBG,SBS,JP 張鎮發先生 梁永強先生 梁志祥議員BBS,MH,JP梁福元議員 莊金能先生 莊健成議員 郭 強議員MH 郭誌有先生 郭興坤先生 陳世通先生 陳永堅先生 陳汝旭先生
陳志雄先生 陳幸運女士 陳建業先生 陳思靜議員 陳祥發先生 陳惠清女士 陳祺欽先生 陳遠華先生BBS,JP 陳樹生先生 陳錦福先生 陶亮珍女士 陶桂英議員JP 陸頌雄議員
彭少衍先生 曾憲強先生MH 曾樹和議員 湛家雄議員BBS,MH,JP程振明議員 馮健忠先生 馮彩玉女士MH 馮壽如先生 黃元弟先生 黃多年先生 黃卓健議員 黃松泉先生SBS,BBS,JP黃就添先生
黃煒鈴議員 黃達光先生 黃耀榮先生 林國昌先生BBS,JP 楊吳韡春女士 楊耀忠先生BBS,JP楊毓照先生MH,JP 溫學忠先生 葉兆廣先生 葉年光先生 廖仲平先生 趙秀嫻議員 趙傑子先生
劉桂容議員 蔡運彬先生 鄧偉明先生MH 鄧勵東議員 鄧瑞民議員 鄧兆棠先生SBS,JP鄧坤盛先生 鄧胤楚先生 鄧家良議員 鄧添福先生 鄧焯謙議員 鄧貴有議員 鄧賀年議員
鄧裕安先生 鄧達善先生 鄧夢珠女士 鄧廣成議員MH 鄧慶業議員 鄭樹明先生BBS,JP黎偉雄議員 盧旭芬先生 蕭成財先生MH 蕭浪鳴議員 戴洪芳女士 戴耀華議員MH,JP 謝桂平先生
謝寶茹女士 鍾就華先生 鄺月心女士 羅建平先生MH 譚姜美珠女士 譚偉明先生 譚國柱先生 譚耀宗議員GBS,JP釋道平大和尚 （排列依筆劃順序）

尹沛高先生 方啟濠先生 王翠屏女士 王錦麟先生 何澤仁先生 何錦懷先生 余仲良先生 吳健雄先生 吳肇文先生 李 文先生 李均榮先生 李美群女士 李笑英女士
李國材先生 李盛白先生 李惠芳女士 李佩珍女士 杜家慶先生 杜紹昭先生 沈慶旺先生 周大川先生 林杏娥女士 林睿彬先生 姜國富先生 胡煜斌先生 范開宏先生
韋永林先生 徐名團先生 張日祥先生 張福英女士 張福賢先生 梁 木先生 梁木林先生 梁麗貞女士 陳 潮先生 陳嘉輝先生 陳少文先生 陳兆基先生 陳如松先生
陳汝棠先生 陳雄漢先生 曾潤華先生 曾錦培先生 童文浩先生 馮友維先生 馮瑞德先生 馮燊輝先生 黃青梅女士 黃祥光先生 萬惠平先生 廖建峰先生 劉偉檳先生
劉德平先生 鄧自然先生 鄧美好女士 鄧恩酬先生 鄧泰華先生 鄧國新先生 鄧逸明先生 鄧澤良先生 鄧錦良先生 鄧觀佑先生 鄧觀送先生 鄭 科先生 鄭水維先生
鄭海泉先生 賴美儀女士 龍榮發先生 羅定明先生 嚴國強先生 （排列依筆劃順序）

尹桂芳女士 尹燦江先生 文中慶先生 文偉昌先生 文莊肖鏗女士 文傑康先生 文錦偉先生 文錫麒先生 王國寶先生 王新德先生 王聖徽先生 王錫江先生 王麗花女士
古 發先生 甘文軍女士 伍永裕先生 伍盛昌先生 朱秀梅女士 朱淦明先生 朱麗華女士 何 強先生 何元嬌女士 何仲浩先生 何國堅先生 何萬英女士 何潤發先生
佘常光先生 吳春碧女士 吳素琴女士 吳偉棠先生 吳圖新先生 吳禮明先生 吳寶榮先生 巫達華先生 李良驥先生 李美芝女士 李苒崙先生 李桂波先生 李煥結女士
李慧愉女士 沈 萍女士 沈鳳勤女士 卓鈞育先生 周炎光先生 周振勤先生 官小寶女士 易漢猷先生 易蘭卿女士 林永棠先生 林玉娟女士 林宏略先生 林志榮先生
林肖芳女士 林卓然先生 林慧明女士 林麗儀女士 林寶珠女士 邱貴榮先生 邱嘉強先生 邵順來女士 胡志強先生 胡卓聯先生 胡笑葵女士 胡麗荷女士 胡寶華先生
范佐文先生 唐青香女士 夏國良先生 徐廣源先生 徐鑑榮先生 馬承志先生 馬東成先生 馬淑燕女士 馬逢熙先生 馬鳳好女士 高俊傑先生 崔賀芬女士 張 九先生
張日華先生 張水安先生 張水祥先生 張卡霞女士 張玉妹女士 張妙玲女士 張志良先生 張昌桓先生 張莉莉女士 張麗秋女士 張麗霞女士 曹月芳女士 曹宏燕女士
梁春蓮女士 梁炳輝先生 梁家偉先生 梁業鵬先生 梁綺華女士 梁燕萍女士 梁興連先生 梁錦富先生 莊漢禮先生 莫耀南先生 郭小玲女士 郭水房先生 郭樹基先生
郭穎欣女士 郭應雄先生 陳天才先生 陳月萍女士 陳正平先生 陳成球先生 陳作新先生 陳志成先生 陳志佳先生 陳明仙女士 陳秋林先生 陳偉強先生 陳婉萍女士
陳盛芳先生 陳凱宜女士 陳惠儀女士 陳景賢先生 陳 琼女士 陳愛娟女士 陳群帶女士 陳潤才先生 陳燕琼女士 陳錫儔先生 陶月娥女士 陸慶秋女士 陸潤富女士
陸麗英女士 彭惠珍女士 曾天養先生 曾亞來先生 曾柱光先生 曾敬娣女士 曾錦玲女士 游漢軒先生 馮友強先生 馮仕培先生 馮彩文女士 馮祥女女士 馮凱儀女士
黃少強先生 黃文潔女士 黃玉珍女士 黃玉梅女士 黃洪光先生 黃淑芬女士 黃添福先生 黃萱庭女士 黃榮元先生 黃漢良先生 黃潤連女士 黃樹泰先生 黃禮森先生
黃麗香女士 黃麗香女士 黃麗梅女士 楊士馨女士 楊榮新先生 溫永成先生 葉永生先生 葉茂松先生 葉茂蘭女士 鄒春梅女士 廖志明先生 廖梓晴女士 廖慶軍先生
趙玲慰女士 趙素秋女士 趙梅華女士 劉少鴻先生 劉妙珠女士 劉國輝先生 劉惠珍女士 劉智民先生 劉漢基先生 歐陽耀德先生 潘志永先生 潘金成先生 潘金鴻先生
潘亮濤先生 蔡月榮先生 蔡建新先生 蔡偉光先生 蔡德啟先生 蔡學昌先生 蔡澤斌先生 蔡觀龍先生 鄧 賓先生 鄧永業先生 鄧玉芬女士 鄧合平女士 鄧宗偉先生
鄧明傑先生 鄧信平先生 鄧彥彬先生 鄧昭昌先生 鄧柏良先生 鄧美紅女士 鄧乾嘉先生 鄧啟德先生 鄧國耀先生 鄧凱恩女士 鄧鈞德先生 鄧廉光先生 鄧煖勳先生
鄧煥坤先生 鄧瑞民先生 鄧運來先生 鄧鳳蓮女士 鄧積善先生 鄭百榮先生 鄭家豪先生 鄭蔭彭先生 黎來就先生 黎春萍女士 黎鳳紫女士 黎麗霞女士 盧浣玲女士
盧啟宇先生 盧萃霖先生 賴英華女士 賴愛英女士 駱兆創先生 駱振華先生 戴鳳清女士 薛念明女士 薛昆寧先生 謝建星先生 謝葆蘭女士 鍾先歡先生 鍾佰連先生
鍾松真先生 鍾美芳女士 鍾英娣女士 鍾群娣女士 簡家怡女士 魏鎮權先生 羅志明先生 羅志群先生 羅定文先生 羅建安先生 羅癸奇先生 羅碧雲女士 譚志明先生
關昌英先生 蘇潤林先生 蘇燕萍女士 （排列依筆劃順序）

元朗同胞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元朗同胞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818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
榮譽副會長

元朗警區指揮官 曾祥達總警司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 林偉葉女士

地政總署元朗地政專員 趙莉莉女士

廉政公署新界西北辦事處首席廉政教育主任 樓國媚女士

食物環境衛生署元朗區環境衛生總監 張培仲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經理 張惠英女士

榮譽會長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部長

劉 林先生
立法會議員、元朗區議會主席

梁志祥先生BBS,MH,JP
民政事務總署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麥震宇先生JP

榮譽顧問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副部長

張肖鷹先生

榮譽主席
文沛榮先生 文美桂先生 王少強先生 王振球先生
王振聲先生MH何志偉先生 林 漢先生 林偉培先生
林楚強先生 邱王碧卿博士 邱慶平先生 胡民賜先生
袁漢華先生 張志光院士 張志遠先生 張鎮發先生
莊金能先生 郭誌有先生 陳建業先生 陳世通先生
陳祺欽先生 陳樹生先生 馮健忠先生 馮壽如先生
黃元弟先生 黃多年先生 黃就添先生 溫學忠先生
葉兆廣先生 廖仲平先生 趙傑子先生 蔡運彬先生
鄧坤盛先生 鄧添福先生 鄧達善先生 謝桂平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 譚偉明先生 譚國柱先生 釋道平大和尚

（排列依筆劃順序）

大會主席︰ 李月民議員MH
執行主席︰ 鄧廣成議員MH
執行副主席︰陳永堅先生 鄺月心女士 黃達光先生 曾樹和議員 呂 堅議員

趙秀嫻議員 陳建業先生 黎偉雄議員
秘書長： 蕭浪鳴議員 副秘書長：李煥結女士 財務：呂 堅議員
宣 傳
－召集人：陳永堅先生
－組 員：文光明議員 伍盛昌先生 李均榮先生 林碧珠女士MH

陳思靜議員 陳樹生先生 黃萱庭女士
慶回歸18周年升旗禮暨酒會
－召集人：趙秀嫻議員
－組 員：文光明議員 王錫江先生 李佩珍女士 沈鳳勤女士 林碧珠女士MH

邵順來女士 曹宏燕女士 莊金能先生 郭 強議員MH 陳月萍女士
陳祺欽先生 陳樹生先生 陳遠華先生BBS,JP 楊榮新先生 葉茂蘭女士
趙梅華女士 鄧美紅女士 鄧添福先生 駱兆創先生 鍾佰連先生
簡家怡女士 梁明堅先生

元朗農墟嘉年華
－召集人：陳建業先生
－組 員：尹燦江先生 朱麗華女士 林碧珠女士MH 張麗秋女士 張麗霞女士

馮彩文女士 馮彩玉女士MH 馮祥女女士 馮凱儀女士 黃煒鈴議員
趙梅華女士 劉惠珍女士 鄧 賓先生 鄧添福先生 鄭百榮先生

上下輋體育會 上輋村居民協會 小牛頓中英文幼稚園 山唐蔬菜合作社 工聯會元朗地區服務處 元朗動力社團
元朗區婦女會 天和體育會 天悅邨街坊聯會 尚德堂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新界四邑同鄉會 香港農牧職工會
振邦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偉記食堂茶座 梁錦濤關學林律師行 博愛醫院 廈村鄉鄉事委員會 新界蠔業水產聯合會
聖公會靈愛小學 嘉湖居民服務協會 榮基花牌有限公司 增城同鄉聯誼會 新界元朗區坊眾互助會

指定活動贊助

香港賽馬會

贊助團體

顧問團

籌 委

主席團

執行委員會
沙灘排球慶回歸盃暨足球示範賽
－召集人：曾樹和議員 黎偉雄議員
－組 員：文光明議員 王錫江先生 邵順來女士 胡民賜先生 袁敏兒議員

張志遠先生 張鎮發先生 張麗秋女士 張麗霞女士 陳月萍女士
馮彩文女士 馮彩玉女士MH 馮祥女女士 馮凱儀女士 劉惠珍女士
蔡運彬先生 鄧永業先生 鄧美紅女士 鄭百榮先生 謝桂平先生
鍾佰連先生

慶回歸18周年聯歡晚會
－召集人：黃達光先生 鄺月心女士
－組 員：文偉昌先生 文莊肖鏗女士 方玉媚女士 王錫江先生 伍盛昌先生

朱麗華女士 李佩珍女士 李美芝女士 李慧愉女士 沈鳳勤女士
官小寶女士 林慧明女士 林麗儀女士 邵順來女士 袁敏兒議員
張妙玲女士 張麗霞女士 曹宏燕女士 梁木林先生 梁燕萍女士
莊金能先生 陳月萍女士 陳祺欽先生 陳樹生先生 陶亮珍女士
陸慶秋女士 溫學忠先生 葉茂蘭女士 廖志明先生 趙梅華女士
鄧美紅女士 鄧添福先生 鄧夢珠女士 蕭成財先生MH 賴愛英女士
薛念明女士 鍾佰連先生 鍾松真先生 簡家怡女士 羅志明先生
黃就添先生

群獅競舞賀回歸
－召集人：趙秀嫻議員 陳嘉輝先生
－組 員：尹燦江先生 王錫江先生 李美芝女士 李慧愉女士 沈 萍女士

官小寶女士 林志榮先生 邵順來女士 袁敏兒議員 梁木林先生
陳月萍女士 黃玉梅女士 溫學忠先生 趙梅華女士 鍾佰連先生
梁明堅先生

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