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 施子清
全國人大港區代表 蔡素玉BBS, 太平紳士
立法會議員 李慧瓊
立法會議員 鍾樹根
石獅市歸國華僑聯合會暨主席 施養誼
香港福建體育會
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

創會會長 蔡衍善
創會會長 蔡相如
中共石獅市靈秀鎮委員會書記 李 斌
石獅市靈秀鎮人民政府鎮長 王春雷
石獅市靈秀鎮歸國華僑聯合會
石獅市靈秀鎮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 蔡清波
蔡永和村長

香港文學促進協會會長 蔡麗雙
泰國石獅同鄉會會長 林嘉南
泰國石獅同鄉會副會長 蔡世企
旅菲鵬山同鄉會
菲華金鵬七鄉聯合會
澳門石獅彭田同鄉會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委員 蔡曜陽

世界柯蔡宗親總會
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
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會長 蔡第軂
香港柯蔡宗親總會會長 蔡伯勵
香港柯蔡宗親總會理事長/監事長 柯成睦蔡建新
閩南屏山蔡氏宗親會
香港新界蔡氏宗親會理事長 蔡建新
石獅彭田老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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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嘉賓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協調部副部長 張 強先生

華閩(集團)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丁炳華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盧溫勝先生

中共石獅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林自育先生

福建省政協委員、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會長 蔡建四先生

石獅市靈秀鎮人大主席 蔡文博先生

石獅市彭田村村長 蔡永和先生

永遠榮譽會長：蔡奕籃 蔡彬彬 蔡章欉 蔡清爽(中角)蔡宏景 蔡宏港(彭田)

永遠名譽會長：蔡金獅 蔡國偉 蔡金挺 蔡宏儀 蔡進發(前堡)蔡國璽

榮 譽 會 長：蔡章團 蔡天示 蔡振國 蔡永和(彭田)蔡奕冊 蔡俊才 蔡天啟 蔡國杭

蔡逢源 蔡榮達 蔡榮儉(彭田)蔡紹良 蔡輝欣 許猛猛 蔡建國 蔡建省

名 譽 會 長：蔡乃端(特聘)蔡世傳 蔡宏場 蔡鵬斐 蔡福妙 蔡紹利(彭田)蔡禎祥 蔡明鏡

蔡智勇 蔡聰敏 蔡宏業 蔡宏彪 蔡奕獻 蔡榮彪 蔡金輪 蔡金榜(彭田)

蔡衍善(彭田)蔡宏體 蔡志旭(彭田)蔡衍周(彭田)蔡志堅(彭田)

榮 譽 顧 問：蔡良礎 蔡紹尊 蔡福妙 蔡衍雁 其 煥

蔡福民 蔡奕體 許淑瓊 蔡黎欽 蔡奕踏

名 譽 顧 問：蔡世傳(彭田)蔡永和(彭田)蔡紹利(彭田)蔡天尊(彭田)蔡友欣(彭田)蔡其敦(彭田)蔡永報(彭田)蔡世侯(彭田)

蔡清波(澳下角)蔡炳育(彭田)蔡漢業(菲) 蔡其仁(菲前堡)蔡天德(菲)

蔡其仁(菲前堡)蔡新民(菲) 蔡金華(菲)

蔡淵奇(菲) 林嘉南(泰) 蔡世企(泰) 蔡麗雙 蔡國城(澳) 蔡紹鋅(澳)

蔡天富(澳) 蔡鴻志(澳) 蔡清棟(澳) 蔡友要(澳) 蔡紹為(七鄉)蔡紹權(七鄉)陳忠普(七鄉)

顧 問：蔡爾洽 蔡 第 蔡衍周 柯遵劇 蔡敬元 蔡奕農 柯成睦 蔡建新

蔡伯勵 林揚剛(泰) 蔡紹補 蔡天培 蔡建茂 蔡慶源 蔡天祥 蔡天錫

蔡衍體 蔡家庭 蔡維丹 蔡紹遠(七鄉)蔡金錶(七鄉)蔡衍東(七鄉)蔡賢泰(七鄉)蔡國榮(七鄉)

蔡金榜(七鄉)蔡永鉗(七鄉)蔡火爐(七鄉)蔡天從(七鄉)蔡奕源(七鄉)蔡紹清(七鄉)蔡衍蒲(七鄉)蔡志民

蔡友權 蔡紹平

創 會 會 長：蔡衍善 蔡相如
首 屆 會 長：蔡乃競
副 會 長：蔡其全 蔡曜陽 蔡金獅 蔡國偉 蔡金挺 蔡宏儀 蔡進發(前堡)

蔡國璽 蔡天示 蔡振國 蔡奕冊 蔡俊才 蔡天啟 蔡國杭
蔡逢源 蔡榮達 蔡紹良 蔡輝欣

理 事 長：蔡宏景
副 理 事 長：蔡宏場 蔡鵬斐 蔡福妙 蔡禎祥 蔡明鏡 蔡智勇 蔡聰敏

蔡宏業 蔡宏彪 蔡奕獻 蔡榮彪 蔡金輪 蔡宏體
監 事 長：蔡章團
副 監 事 長：蔡宏鋅 蔡奕揚 蔡清鈎 蔡衍界 蔡黎欽 蔡鴻瑜 蔡偉峰

蔡建育 蔡敕敕 蔡世帛 蔡金盾 蔡宏鋼 蔡紹祝 蔡宏輝
蔡清波(中角)蔡福輝 蔡信義 蔡程旭

秘 書 長：蔡金獅
副 秘 書 長：蔡衍界 蔡偉峰 蔡逢源 蔡鴻瑜 蔡明鏡 蔡宏輝 蔡衍雁

蔡輝績 蔡禎祥 蔡長榮 蔡國杭 蔡鴻鵠 蔡巧巧 蔡乖乖
總務部主任：蔡衍界(兼) 副主任： 蔡隆炎 蔡安樂 蔡聯共 蔡金章
財務部主任：蔡金獅(兼) 副主任： 蔡奕體 蔡其民 蔡連添 蔡江帆
公關部主任：蔡鴻濤 副主任： 蔡明燈 蔡其貫 蔡美智 蔡其隆
福利部主任：蔡金盾(兼) 副主任： 蔡鴻銀 蔡清秀 蔡鴻毅 蔡清爽
發展部主任：蔡天啟(兼) 副主任： 蔡天為 蔡峰松 蔡天博 蔡國樑
教育部主任：蔡榮欣 副主任： 蔡建生 蔡其旺 蔡曉哲 蔡國勝
康樂部主任：蔡長榮(兼) 副主任： 蔡琦琦 黃美雲 蔡新生 蔡榮銜
婦女委員會
主 任：蔡靄彤 常務副主任： 楊麗麗

副主任： 施清鉛 蔡安娜 顏寶玉 蔡雅雅
委 員： 許瑪麗 蔡珊瑜 蔡珊妮 蔡錦婷

王淑勉 蔡紅婷 蔡楠楠 蔡小玲
蔡小鳳 許碧麗 姚秀楚 蘇惠玲
蔡美瑜 施雅麗 吳雅瓊 歐夢杏
施秀研 蔡淑寒 蔡麗昆 蔡麗端
蔡幼裡 曾彩情 王金樞 許評評
洪淑聰 蔡雪霓 蔡雪虹 張能純
陳鳳嬌 施金霞 王雅璿 蔡寶萍
蔡秀端 蔡霜霜 蔡惠玲 蔡秋凉

社會事務委員會
主 任：蔡鴻鵠(兼)

常務副主任：蔡衍培
副 主 任：蔡奕柱 蔡宏江 蔡清港 蔡峰煒 蔡其新
委 員：蔡建育 蔡衍育 蔡炳煊 蔡鴻祺 蔡聰穎 蔡慶良 蔡君毅

蔡偉鵬 蔡榮宗 蔡清景 蔡清圓 蔡建築 蔡天錫 蔡鴻儀
蔡棋炫 蔡一龍 蔡長流 吳靜

青年委員會
部 長：蔡榮達(兼)

主 任：蔡鴻基
常務副主任：蔡劍峰
副 主 任：蔡偉鴻 蔡曜銓 蔡偉軍 蔡培雲 蔡穎瑜
委 員：蔡江漫 蔡友發 蔡振邦 蔡華灝 蔡新智 蔡學賢 蔡鴻楷

蔡新傑 蔡榮星 蔡榮發 蔡維鑫 蔡良展 蔡東宴 蔡清龍
蔡隆昌 蔡隆輝 蔡穗昇 蔡成勛 蔡瑋濂 蔡穎豪 蔡宛容
蔡韻淇 蔡其隆 蔡嘉斌 蔡俊傑 蔡加斌 蔡志銘 蔡振峰
蔡鴻燦 蔡榮盛 蔡明超 蔡隆生 蔡漢陽 蔡勝威 蔡虎城
蔡嘉琳 蔡清虎 蔡瑩瑩 蔡二虎 蔡三強 蔡志雄 蔡燕燕
蔡佩穎 蔡新奇

理 事：蔡培柱 蔡維忠 蔡忠團 蔡賢造 蔡健仲 蔡奕銳 蔡天培
蔡其勝 蔡輝唇 蔡佳境 蔡勇健(中角)蔡建基 蔡其祝 蔡永康
蔡紹平 蔡其券 蔡建茂 蔡其煥 蔡紹潛(前堡)蔡天補(前堡)蔡榮燦
蔡天祥 蔡呂茹絲 蔡傳標 白秀寶 蔡廷烈 蔡超群 蔡紹鈿
蔡賢照 蔡國強 蔡光敏 蔡宏乙 蔡宏潮 蔡宏偉 蔡 麗
蔡敏惠 蔡清瑜 蔡志雄 蔡宏本 林建恭 蔡慶源 王麗璿
蔡凉凉 許麗雪 蔡天從 蔡榮宗 許淑瓊 許玲娜 蔡棟樑
蔡奕撥 蔡鴻儀(前堡)蔡天南 蔡樹黨 蔡永安 蔡志民 莊美暖
蔡旭昇 蔡振源 莊秀樣 蔡淑真 留碧蓮 蔡衍建 蔡輝雁
蔡峰勝 蔡清模

監 事：蔡建培 蔡偉任 蔡德育 蔡振輝 蔡碩豪 蔡永健 蔡榮隆
蔡紅陽 蔡國燦 蔡德志 蔡順展 蔡志傑 蔡頓波 蔡亨利
蔡克楠 蔡維新 蔡輝育 蔡清培 蔡萬年 蔡偉雄 蔡偉康
蔡偉堅 蔡偉龍 蔡偉光 蔡達仁 蔡達偉

首屆永遠榮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顧問芳名

石 獅 彭 田 旅 港 同 鄉 會
首屆理監事芳名錄

石獅彭田旅港同鄉會成立暨石獅彭田旅港同鄉會成立暨
首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首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首屆理監事芳名錄

泉 州 市 政 府 慶 賀 團
石 獅 市 政 府 慶 賀 團
石獅市靈秀鎮政府慶賀團
石獅彭田兩委及家鄉慶賀團
旅 菲 鵬 山 同 鄉 會 慶 賀 團
菲華金鵬七鄉聯合會慶賀團
泰國石獅同鄉總會慶賀團
澳門石獅彭田同鄉會慶賀團
福建省濟陽柯蔡委員會慶賀團
金鵬聯誼會籌委會慶賀團
石獅彭田老年協會慶賀團
閩南屏山蔡氏宗親會慶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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