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19周年周年

主 辦主 辦

新界各界慶祝回歸活動籌備委員會新界各界慶祝回歸活動籌備委員會

荃灣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荃灣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荃灣民政事務處

合 辦合 辦

荃灣鄉事委員會 馬灣鄉事委員會荃灣鄉事委員會 馬灣鄉事委員會
荃灣商會 荃灣各界協會荃灣商會 荃灣各界協會
新界社團聯會荃灣地區委員會新界社團聯會荃灣地區委員會
圓玄學院 仁濟醫院圓玄學院 仁濟醫院

荃灣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活動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期 /活動時間

6月30日/14:00~17:30

6月30日/19:15~22:30

7月1日/19:30~22:30

7月1日/11:00~18:00

7月1日/09:00~15:00

7月1日/11:00~17:00

7月1日/10:00~16:00

7月1日/13:00~17:00

7月1日/14:00~17:00

7月1日/14:00~17:00

節目名稱

慶回歸粵劇欣賞會

慶回歸粵劇欣賞晚會

文藝薈萃賀回歸

2016年無國界青年回歸盃足球比賽

7．1回歸青少年羽毛球邀請賽

繽紛活力親子慶回歸

太極匯演慶回歸

荃城起動夢想成真

荃城歡樂慶回歸嘉年華

梨木樹慶回歸同樂日

地點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城門谷公園

荃景圍體育館

西約體育館

蕙荃體育館

荃新天地一期花園廣場

荃新天地二期商場

梨木樹社區會堂

序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日期 /活動時間

7月1日/14:00~17:00

7月1日/09:30~17:30

7月1日/14:00~16:00

7月1日/14:00~17:00

7月1日/14:30~17:00

7月1日/14:00~16:00

7月1日/14:15~17:30

7月2日/14:00~17:30

7月2日/19:15~22:30

7月2日/14:00~18:00

7月3日/10:00~17:30

節目名稱

翩翩起舞賀回歸

橫車躍馬慶回歸象棋賽

「一人一夢想」青年社區首映禮

五湖四海慶回歸嘉年華

慶回歸兒童粵劇表演

慶回歸十九周年親子繪畫比賽暨頒獎禮

歌舞樂韻情繫華夏慶祝回歸十九周年

慶回歸粵劇欣賞會

慶回歸粵劇欣賞晚會

龍騰獅躍麒麟武術大匯演

慶回歸籃球賽

地點

石圍角社區會堂

廖寶珊紀念書院

綠楊坊露天廣場

荃灣石圍角小學

象山邨四樓平台

荃灣中心一期停車場側

雅麗珊社區中心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蕙荃體育館

荃灣楊屋道體育館

荃灣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籌備委員會組織架構
榮譽贊助人：劉 林 謝小華
大會贊助人：陳國超 徐湛滔
名譽贊助人：吳換炎 李文斌
榮 譽 會 長：葉錦菁 張肖鷹 謝錦文
榮 譽 顧 問：譚耀宗 張學明 羅叔清 郭浩儀
名 譽 會 長：王小華 王賢訊 田北辰 朱茂琳 吳 騰 吳禎貽 李 林 車弘健 林 臻 林建名 林煒珊 曹貴子 許寶月 陳承邦 麥廣利 湯修齊 黃美斯 馮卓能 葉平南 董吳玲玲 鄧錦雄

蔡小勇 鄭承峰 薛浩軍 謝滿全 嚴徐玉珊 蘇陳偉香
名 譽 顧 問：方力浩 朱其崑 吳志斌 吳國榮 林錦雯 金鳳朝 孫蔡吐媚 秦偉忠 蔡高燕姬 陳義光 彭春英 曾憲粦 劉永寧
大 會 顧 問：曾恩發 張心永 陶 堅
顧 問：何 平 李麗嬌 黃國進 林瑞蓮 李潔兒 莊港生 陳明昌 曾陳美芳 劉翠英 曲廖秀芳 禤若翰 盧錦倫 黃嘉榮 許佩玉
會 長：周厚澄 鍾偉平
副 會 長：朱松勝 何冬青 周鎮榮 梁昌明 嚴玉麟
執 行 主 席：陳耀星
常務副主席：朱德榮 李文斌 邱錦平 陳世光 陶桂英 陳偉明 陳崇業 陳曉津 黃偉傑 趙耀年 劉劉寶芝
副 主 席：吳炳坤 李潔明 李麗容 周松東 林福泉 郁 虹 張浩明 陳育文 陳金霖 陳起馨 麥美娟 傅振光 黃偉健 楊建林 楊榮輝 蔡成火 黎月娥 關宏遠
秘 書 長：葉百中
副 秘 書 長：華美玲
執 行 委 員：文 捷 王玉玲 江晃明 余綺華 何偉明 何遠雄 吳功芳 吳坤成 呂迪明 呂鳳鳴 李家駿 李國材 李智鋒 李摩西 阮黎麗冰 林建華 范偉祺 孫華安 張 健 張醒文 梁永義

梁金塘 許昭暉 許觀順 陳純純 陳偉德 陳傳聚 傅益清 曾 大 曾志強 覃友忠 黃偉才 馮紹源 黃麗珍 楊梓林 雷德鴻 鍾來發 鄭柏強 羅亞莉 羅嘉團
委 員：王志強 王芝飛 何 珠 何世亮 何惠英 余偉強 吳淑英 吳惠蘭 吳愛武 呂玉華 李 琼 李以承 李仕輝 李偉宏 李愛連 李燕生 李靜紅 阮淑冰 林 杰 林綺梅 邱 齊

姜 杰 胡牡丹 香炳林 孫立明 孫彩勤 翁少珍 翁宗榮 馬芬娟 張 冰 張亞斐 張潤好 張潤金 許 儀 郭秀蘭 連惠娟 陳灶梅 陳亞芬 陳亞轉 陳忠欽 陶桂珍 郭帶有
陳緒章 陳錦容 傅子魁 黃日葵 黃嘉麗 楊志明 楊福有 楊澗蘭 甄國獎 劉佛皇 劉偉輝 蔡錦溪 鄧 盈 鄭妙娟 鄭玫瑰 鄭濟強 鄭燦橋 盧燕紅 蕭仲飛 賴琪安 霍偉文
駱潔容 鍾祥光 羅美英 羅馬漢 譚芷菲 譚漢花 譚翠卿

主 辦 團 體：荃灣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
合 辦 團 體：荃灣鄉事委員會 馬灣鄉事委員會 荃灣商會有限公司 荃灣各界協會 新界社團聯會荃灣地區委員會 圓玄學院 仁濟醫院
贊 助 團 體：荃灣獅子會 香港工商總會荃灣分會
協 辦 團 體：八度空間歌舞團 工聯會荃灣地區服務處 心雨軒學藝中心 民建聯荃灣支部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荃灣辦事處 昌樂護老中心 長者活力之友社 長青之友社 青華體育會有限公司

紅梅曲苑 美髮研集社 香港官園陳氏家族會有限公司 香港社團社區工作者協會 香港長者活力協會 香港長樂聯誼會 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有限公司 香港荃灣莊氏祖祠公會
香港圓玄中樂團 香港絲纖產品貿易服務業工會 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 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荃灣分會 荃景圍社區協進會 荃景圍婦女會 荃灣三棟屋村村公所 荃灣文藝康樂協進會
荃灣地區之友社 荃灣羽毛球協會 荃灣足球會 荃灣東居民聯會 荃灣青年會 荃灣海壩村村公所 荃灣區社團聯會有限公司 荃灣區長者福利會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 荃灣梨木樹賢毅社
荃灣街坊同樂會 荃灣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荃灣象棋會 荃灣海濱居民促進會有限公司 荃灣楊屋道街市商戶聯會 荃灣葵青坊眾會 荃灣葵青居民聯會 荃灣葵青區婦女會 梨木樹居民協會
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 雲海藝術團 福來服務社 新界西文娛康樂協會 新界博羅同鄉福利會有限公司 新界增城同鄉福利會有限公司 綠怡會 韻揚太極學會 靈道堂體育會

參 與 團 體：梨木樹邨桃樹樓互助委員會 象山邨樂山樓互助委員會 千里台業主委員會 安康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昌泰工業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荃灣鄉事委員會 馬灣鄉事委員會 家興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荃灣昌耀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遠東第一大樓業主立案法團 慶興樓業主立案法團 寶業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仝人祝賀 （按團體名稱筆劃排序）

20162016年年77月月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A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