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寧中學香港校友會永寧中學香港校友會
慶祝成立二十五周年暨第十一届董事就職典禮慶祝成立二十五周年暨第十一届董事就職典禮

主 禮 嘉 賓

永遠名譽會長 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 顧問 芳名

名 譽 主 席：盧金榮 盧文亮 黃伯農 郭小青 蔡華媚 龔珊妮
主 席：李聰穎
副 主 席：盧文偉 龔文評 佘徹育 李清涼 王善曉 干雅霜 盧清粘 盧心心
青 年 主 任：施能奇 高武俊 盧榮鑫 蔡賢琦 龔馬錢 李振川 李志祥 蔡志磊

李海陽 李丹穎 李凌欣
青年副主任：姚盈盈 盧遠展 盧桂育 黃英年 高志攀 黃柔絲 葉家強 蔡榮鑫

盧惠忠 佘少穎 龔如意 盧天送 盧俊楠 楊炖炖 尤曉雷 陳錫添
吳冰冰 龔超凡 吳煜聰 盧玉珍 盧麗絲 王善岳 盧心瑩

委 員：王紫霞 陳清獎 楊揚帆 王少輝 龔飛勝 王韻娜 王劍鋰 王劍將
李麗雪 李松雄 邱蓮雅 高雙套 郭雅麗 陳麗媛 盧俊明 鄭少白
盧向群 盧玲玲 盧曙輝 盧雅珺 盧偉淮 盧明雅 龔彩虹 龔秀筠
龔文欽 李燕爾 盧麗影 施玲玲 龔錦端 王燕美

董 事 芳 名

1990-2016

創 會 會 長：盧文端 盧溫勝
永遠榮譽會長：佘祖憶 李聖典 李重欣 董倫拱 佘英杰 盧文明 王禮炳 盧文錐 姚志勝

鄭盾尼 盧輝煌 龔清海
榮 譽 會 長：龔凉凉 施祥智 李清懷 許祖澤 王惠瑜 高建松 盧玉蓮 王平東 蔡文默

施能響 李璇霓 黃燦陽 王元龍 李聰穎 董系治 盧樹鵬 盧清松 (89届)
王正雄 盧文革 王秀明 朱宋輝 龔穎彤 盧婭治

會 長：盧清松 (87届)
副 會 長：董清川 顏麗雅 王文芽 龔群娜 盧永達 盧樹瑩 高一虹 李榮坤 王元娥

李雙瑜 林新榮 李白樺 李滄瀧
常 務 顧 問：李錦霞 邱允強 施能智 蔡文滔 蔡世盛 陳盈盈 陳忠榮 龔詩鍬 王善壽

王善德 姚淑英 高麗真 蔡世山 盧一群 龔維典 龔潔盛 郭智識 姚慶賢
蔡碧蓮 王榮宗 施世榮 黃淑芬 龔奕明 高華倫 黃妙玉 黃雅霜 盧明權
李環環 高曼絲 蔡幼微 董群圖 高清旋 高天乙 黃明理 蔡嘉忠 王麗珊

常 務 董 事：龔永傑 龔議聰 鄭和平 李永堅 李鴻樓 吳華鵬 龔西榮 蔡璇璇 李寶裕
李志成 李金鈕 蔡國強 李祥川 施聰明 高一攀 龔顯達 盧福生 龔玉影
陳綿綿 吳美麗 李和平 陳錫保 林曉陽 蔡國榮 陳珊珊 陳章偉 高志建
邱珊珊 董寶雲

秘 書 長：王麗旋 副 秘 書 長：佘明願 黃福青 李顯仁 黃綠茵 李賢逸 盧文壇
財務部主任：李雙瑜(兼) 財務部副主任：蔡文利 龔雲霞 王和勝 盧麗唇 盧寶玲
總務部主任：蔡彰護 總務部副主任：王顯權 李綿綿 盧珍男 董清博 盧明尊
聯絡部主任：林幼妮 聯絡部副主任：李月霞 李惠英 董紅紅 施華揚 龔玲玲 (81届)
發展部主任：黃金彬 發展部副主任：李晴慧 李明理 陳麗旋 王漫育 佘國瑞
福利部主任：李阿娜 福利部副主任：蔡文理 盧明忠 李潤澤 柳清煌 盧章拔
康樂部主任：李麗玲 康樂部副主任：施情蒂 黃玲玲 李佩琼 李文炳 吳東紅
婦女部主任：李培瑜 婦女部副主任：龔玲玲 董紅紅 李雅麗 董淑蓮 高妮妮
稽查部主任：盧遠生 稽查部副主任：楊群森 佘秀秀 王建新 李逢獎 李鴻新
董 事：王元洪 王玉潤 王秀玉 王貽景 王禮泰 王禮瑜 王禮默 吳明嚮 吳美惠
（按姓氐排列） 李元元 李月清 李明珠 李金輝 李珊珊 李珍珍 李紅全 李美麗 李婉瑜

李彬彬 李清塵 李猛猛 李雪明 李棋心 李聖鍊 李碧玉 李碧玲 李德輝
李麗旋 佘萍珊 佘麗蓉 周麗雅 林英雅 邱藝藝 施玉串 施秀卿 施旋旋
施涼涼 施婷婷 施養盾 施麗英 施群英 倪維琛 高明雅 高桑榆 高德勝
高競蓉 許心怡 許自淮 郭長安 郭玲娜 陳金珠 陳金鳳 陳煥龍 陳瑞意
陳瑜瑜 陳鴛鴦 陳麗莉 粘一紅 黃連成 黃連鍊 楊金鍊 楊錦旋 董秀環
董清珍 董清港 董曉玲 董麗珊 劉重慶 劉鴛鴦 蔡秀玲 蔡婉婉 蔡章棋
蔡雅絲 蔡銘鋒 蔡鴻翔 蔡翠薇 盧月清 盧水南 盧幼綿 盧永川 盧明宣
盧清江 盧雲霞 盧輝瑜 盧曉瑜 盧麗明 盧麗唇 盧美麗 謝小霞 龔秀卿
龔妹妹 龔秋影 龔美良 龔書潛 龔淑華 龔莉莉 龔惠貞 龔愛真 龔毓娜
龔碧麗 龔璇璇 龔麗綿 龔團圓

日期：二○一六年元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438號富臨皇宮大酒樓

永寧中學香港校友會第十一届董事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社聯部副部長 黎寶忠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信義集團主席 李賢義先生
福建省石獅市委統戰部副部長 施劍峰先生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廣兆先生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盧祖蔭先生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丁炳華先生

永遠名譽會長：盧祖蔭 李賢義 陳存義 盧世傳 高永樂 董欣躍
王天祝 盧遠捷 盧遠汀 盧遠宣

名 譽 會 長：楊孫西 林樹哲 林廣兆 施子清 許榮茂 蔡建四
施展熊 邱季端 佘德聰 盧章煌 王明洋 王亞南
陳冬凝(永) 陳培勝 董光溪(菲) 董倫意(菲) 陳清滿(菲) 龔詩建(石)

李金戀(加) 盧國仰(澳) 龔清概(京) 董群田 陳敬宜(美) 董琼芬
洪竹報 董倫興(粵) 洪清鵬 洪清傳

名 譽 顧 問：王守純(石) 王守財(菲) 何萍萍 何敬錫(石) 李天欣(菲) 李良燦(菲)

（按姓氐排列）李建庭(菲) 李麗月(石) 佘日杰(石) 周克圖 周偉斌 林金安(菲)

洪全克(石) 高文憑 陳文章(澳) 陳清祝(菲) 陳輝煌(菲) 楊麗瑞(澳)

董光良(菲) 董再發(石) 董美玲(廈) 董群建(菲) 董群陸(菲) 蔡文生(菲)

蔡建立 蔡愛國(羅) 盧遠征(廈) 盧錦欽 顏幼芬 顏鴻瑜(石)

龔詩康(石) 龔顥和(廈)

顧 問：王世傳 王澤清 李光天 李金鍊 李培坤 李清林
（按姓氐排列）李欽聖 李鴛鴦 施天送 施素卿 高銘嚮 莊默珍

許金桔 郭秀慶 黃光曉 黃梅魁 盧文宗 顏培材
戴秀鳳 蘇淑真

義 務 律 師：佘麗群
聘用會計師：許清安

海內外慶賀團芳名
永寧中學石獅市校友會赴港慶賀團芳名

澳門永寧中學校友籌備會赴港慶賀團芳名
名譽團長：盧國仰 盧遠捷 盧遠汀
團 長：高永樂
副 團 長：蔡愛國
秘 書 長：盧清波
顧 問：盧輝瑜 盧清郎 蔡文楊 王選民 龔清錦
團 員：龔奕明 林安良 王維毅 陳秋萍 陳美玲 吳阿培 盧勝利 盧連傳 盧遠國

盧輝賢 陳永耀 許麗芽 姜惠珍 王英英 吳雙美 施養柱 高銘森 姜麗璇
施麗明 王玉潤 盧明忠 盧響華

菲律賓永寧中學校董會、校友會赴港慶賀團芳名
指 導 員：盧祖蔭
總 領 隊：李良燦
榮譽團長：陳清滿
名譽團長：王守財 陳清祝 李天欣 蔡文生 董群建
團 長：董群陸
副 團 長：蔡文憑 蔡文默 董群寧
秘 書 長：洪珊誼
財 政：高 松
團 員：王超群 陳清振 李渡江 董群典 盧明革 施榮獎 龔清維 龔清溪 高明定

龔萬釗 董秀小 李雅玲 董麗雅 董麗真 蔡玲玲 董戀戀 陳麗麗 曾心嫻
王端青 李洞庭 傅韻玲 龔萬真 蔡雅鐘 董惠珍 盧明志

顧 問：劉福全 李志鴻 林兵城 李大騰 吳金田 洪全克 高永秋 林佳耀
榮譽團長：龔詩建 施能響
團 長：董再發
副 團 長：施養柱 許自毅 龔顯勇
秘 書 長：蔡棟柱
副秘書長：林建全
團 員：龔水深 鄭文權 許清勇 李大梧 黃玉聲 蔡雙雙 佘秀瑙 黃碧玉 董群漢

陳增衛 高永輝 李聖築 林建康 董金超 林玉龍 吳永賢 郭寶山 李聯沛
董群建 姜德坦 林寶建 施文斗 陳文坦 王禮斌 李勇群 李永南 李聖良
曾玉瑜 盧環環 李瑛娜 龔慧玲 蔡明哲 盧俊杰 佘志偉 董明明 盧連環
盧芳華 李東立 張曉東

名譽團長：盧遠征
團 長：龔顯和
副 團 長：董永忠
團 員：陳蘭蘭 李婷婷 盧遠煌 高清坑 盧綿綿 蔡玉璇 吳雅蓉 陳白冷 許毓婷

盧心心 高 斌

永 寧 中 學 廈 門 校 友 會 往 港 慶 賀 團 芳 名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 香港廈門聯誼會 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 晉江一中香港校友會 晉江華僑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金井鎮同鄉聯誼會
深滬中學暨附中旅港校友會 香港衙口同鄉會 養正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 安海同鄉聯誼會 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 長風籃球俱樂部 羅山派體育會
英林中學校友會 香港福建三明聯會 香港安溪同鄉會 蘭芳婦女會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北角居民協會 菲華桃園堂香港分堂 香港福建永安聯誼會
福建省立晉中(泉州五中)香港校友會 福建晉江三中(毓英金井中學)旅港校友會 泉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石獅市人民政府 石獅市委統戰部 石獅市教育局 石獅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永寧鎮人民政府 石獅市永寧中學 永寧鎮歸國華僑聯合會 石獅市永中教育促進會 石獅市沙美村委會 澳門沙美同鄉會 旅菲沙美同鄉會 港澳永寧同鄉會
香港龍淵同鄉會 旅港沙美同鄉會 旅港洪窟同鄉會 旅港杆頭同鄉會 旅港銀江同鄉會 曾坑旅港同鄉會 旅港山雅同鄉會 大侖旅港同鄉會
新華香港同鄉會 香港智青聯誼會 港澳石獅西岑同鄉會 鈔坑旅港同鄉會 錦峰旅港澳同鄉會 梅林旅港同鄉會 蚶江旅港同鄉會 前廊港澳同鄉會
旅港澳沙堤同鄉會 旅港五星(五社)同鄉會 旅港錦尚同鄉會 盧厝西坑旅港同鄉會 旅港龍塘四鄉聯合會 旅港錦塘同鄉會 旅港澳臺蓮埭同鄉會 石光中學香港校友會
石獅二中香港校友會 旅港澳臺蚶江中學校友會 石獅市華僑中學旅港校友會 石獅寬仁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石獅新湖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旅港石獅港邊同鄉會 香港蓮塘豐山同鄉會 石獅玉浦旅港澳同鄉會

青 年 委 員 會 芳 名

祝 賀 單 位

 




A17 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