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首屆青年委員會組織架構

同 敬 賀（排名不分先後）

主 禮 嘉 賓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社團聯絡部部長 李 文先生
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陳 飛先生
泉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許昆貞先生
香港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先生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吳良好先生
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 吳秋北先生

【永遠榮譽顧問】施子清 林樹哲 李賢義 陳榮助 顏純炯 駱大川 洪建築 陳亨利 傅森林

【榮 譽 顧 問】蔡建四 白水清 陳章明 郭金發 黃楚恒 施維雄 葉建明 黃少玉 駱 鋼

【名 譽 主 任】施榮忻 盧金榮 楊華勇

【主 任】邱威廉

【常務副主任】蔡榮達 唐旨均 葉小卡 顏俊文 黃劍明 卓金鵬 佘日源 洪貴川 駱燦陽

【副 主 任】吳清清 施若龍 蔡德昇 傅鴻圖 陳英棋 唐曉瑩 唐琨雅 李立洋 林 正 王陸奇

陳婷婷 陳嘉嘉 方繁堅 周雅慧 邱啟啟湧 徐中膺 李嘉豪 郭曉東 郭瑩穎 吳智婷

張琪騰 謝達安 黃劍煜 黃雲龍 黃燦耀 吳志隆 盧育新 黃瑞端 洪志傑 林金輝

陳奕禮 黃展建 徐 茹 林嘉堯 陳穎怡 蔡艷芳 林志龍 雷有彬 洪偉新 洪繼添

吳章偉 鄭晶晶 鄭龍鋒 汪文俊 陳穎欣

【秘 書 長】吳清清

【副 秘 書 長】李重振 蔡豔芳 陳穎欣 謝曉毅

【司 庫】蔡再響 盧麗絲

【總 務 部】王秀琴 蔡菁雅 吳嘉琳

【宣 傳 部】王瀚傑 顏才績 鄭芳瑩 莊國重

【聯 絡 部】戴騰達 盧曉瑜 王婉卿 傅金城

【國 際 部】佘日源 雷有得 陳成江 陳欽燦

【康 樂 部】施明如 傅海洋 翁炳煒 王文苑

謹定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星期五）晚上七時正假座香港灣仔博
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一樓宴會廳隆重舉行香港泉州市同
鄉總會首屆青年委員會就職慶典暨青年義工團成立儀式

熱 烈 慶 祝

洪祖杭 施子清 林樹哲 陳金烈 林銘森 李群華 林廣兆 楊孫西 盧文端 李賢義 姚志勝 陳榮助 顏純炯 駱大川 洪建築 陳亨利 傅森林 蔡淑好

王仁森 邱季端 佘德聰 盧章煌 王明洋 許榮茂 盧溫勝 蔡經陽 黃梓欽 洪清宜 蔡天真 李木理 林和平 王亞南 林英達 吳為貢 蘇千墅 施清流

蔡建四 白水清 陳章明 郭金發 黃楚恒 施維雄 葉建明 黃少玉 駱 鋼 程源惠 佘英傑 盧錦欽 吳明意 李輝平 陳國山 唐良賢 鄭文紅 邱昆源

顏聰華 顏禧強 李泗岳 郭志民 駱椿萱 駱志平 楊榮東 洪頂超 吳健南 王育民 萬碧蓮 蔡英傑 潘維明 葉培輝 陳懿秋 洪朝南 駱育智 王佩玲

黃 凱 呂建洲 林佑碧 蔡紹為 許自旭 施漢陽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 旅港福建商會 香港福建體育會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會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香港漳州同鄉總會 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 香港福建三明聯會 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 香港龍岩同鄉會

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 香港安溪同鄉會 香港永春同鄉會 德化縣居港人士同鄉會 香港惠安同鄉總會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

香港泉州同鄉會 香港南安公會 香港泉州台商投資區同鄉總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 香港菁英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青年委員會

香港潮州商會青委會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青委會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香港貴州商務促進會 香港中國商會 ( 紫荊谷 ) 香港青雋學生聯盟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香港國術及文藝總會 香港閩西聯會 世界泉州青年聯誼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青委會 香港福建體育會青委會

福建省政協台港澳華僑委員會 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 福建省僑務辦公室 福建省歸國華僑聯合會 中共泉州市委辦公室 泉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

泉州市人大辦公室 泉州市政協辦公室 中共泉州市委統戰部 泉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泉州市僑務外事辦公室 中共石獅市委員會

石獅市人民政府 石獅市人大常委會 石獅市政協委員會 中共石獅市委統戰部 石獅市僑台外事局 石獅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祝 賀 單 位

首屆青年委員會就職慶典
暨青年義工團成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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