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 香港客屬總會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九龍東潮人聯會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 肇慶雲浮各邑同鄉總會

香港清遠社團總會 香港茂名同鄉總會 香港陽江社團總會 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汕頭商會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湛江社團總會 香港梅州聯會 四邑會所

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 東莞同鄉總會 香港九龍揭陽同鄉總會 香港陽江工商聯合會 香港嘉應商會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 湛江旅港同鄉聯誼會 雲浮同鄉總會 （排名不分先後）

暨全體同人暨全體同人 致意致意

總 監：李嘉誠
創 會 主 席：余國春 創會會長：何世柱 許智明 創會副主席：羅景雲 蘇計成 李 歡 楊 鑫 創會秘書長：歐陽成潮
首 席 會 長：余國春 王國強 陳永棋 戴德豐 許智明 楊 釗 霍震寰 鄭家純 劉漢銓 郭炳湘 林建岳 伍淑清 李家傑 李澤鉅 胡定旭 譚惠珠 譚錦球
常 務 會 長：蔡志明 陳紅天 黃光苗 馬介璋 涂輝龍 黃楚標 陳經緯 李秀恆 楊國強 賴海民 劉志強 王玉成 朱李月華 林英樂 楊建文
會 長：李 歡 蔡冠深 劉宇新 李文達 葉樹林 楊 鑫 何世柱 岑傑英 羅景雲 蘇計成 王再興 李子良 李民斌 李惠森 梁志敏 許學之 陳 武 陳振東 彭磷基 黃英豪 黃達華 楊海成

劉宗明 簡松年 孫少文 石漢基 鄭錦鐘 翁廣松 方文雄 王賜豪 周振基 曾智明 楊志紅 廖漢輝 鄭澤權 劉 軍 周厚澄 王惠棋 江達可 朱鼎健 林雲峰 彭長緯 孫國林 王明凡
蘇傑開 梁 麟 王觀強 徐湛滔 劉恆智

副 會 長：史立德 何志強 何焯輝 何業成 吳榮治 李塔源 李碧葱 李民橋 張 細 梁 平 連廣成 陳中偉 陳文清 陳南坡 陳統金 彭曉明 廖榕就 趙曾學韞 潘少忠 周厚立 蕭暉榮 譚炳立
蘇仲平 林漢武 陳榮濂 陳朗雲 劉嘉榮 蕭七妹 張佑仲 呂耀華 李昌富

榮 譽 主 席：余國春 王國強

主 席：陳永棋
常務副主席：林光如 梁亮勝 吳惠權 張國榮 梁滿林 鄧祐才 劉劍明 陳幼南 霍震宇 余鵬春 吳哲歆 鍾偉平 馬鴻銘 黃少康 龔俊龍
副 主 席：蘇傑開 廖漢輝 葉振南 楊 德 徐 莉 梁錫光 李國雄 陳登鋒 李鋈麟 吳火豪 容 冰 陳 杏 陳厚威 彭少榮 歐陽永 王文漢 賀良梅 黃達東 馮權開 吳華江 孫國林 梁 麟

王觀強 李銘深 何毅強 蔡 彪 余錦坤 唐大威 楊育城 謝 浪
秘書長(會長兼)：簡松年
會 務 顧 問：張恭立
常務副秘書長：陳少洪 葉志光 張麗珍 謝禮明 何美儀 林凱章 霍啟山 黃 敬 王振聲
副 秘 書 長：王紹基 余偉傑 杜家駒 彭文龍 潘慶基 薛濟傑 蘇國良 楊國輝 梁婉儀 劉劍榮
婦女委員會：榮譽顧問：徐 莉 顧問：李碧葱 主任：丘瑞真 常務副主任：鄧婉玲 副主任：梁婉儀 孫翠芬 陳愛菁
青年委員會：榮譽顧問：馬鴻銘 顧問：黃進達 主任：林凱章 常務副主任：杜家駒 副主任：丁志威 霍啟山 簡汝謙 余偉傑 王紹恆 秘書長：王紹恆(兼) 副秘書長：鍾奇峰
專業人士委員會：榮譽顧問：余鵬春 顧問：孫國林 主任：勞思傑 常務副主任：錢志庸 副主任：麥炳球 林偉成 呂志雄
商務委員會：榮譽顧問：鍾偉平 顧問：唐大威 主任：楊國輝 常務副主任：陳東岳 副主任：何美儀 張敬川 陳榮欣 楊健龍
總 務 部：榮譽顧問：霍震宇 主任：關亨時 常務副主任：黎兆深 副主任：劉廣財 蘇祖耀
財 務 部：榮譽顧問：余錦坤 主任：鍾立強 常務副主任：賴國輝 副主任：唐大錦 霍啟智
稽 核 部：榮譽顧問：陳厚威 主任：林志偉 常務副主任：王欽賢 副主任：孫玄浩 陳章喜
社會事務部：榮譽顧問：葉志光 主任：楊位醒 常務副主任：陳博智 副主任：陳中以 姚汝雄
福 利 部：榮譽顧問：蘇傑開 主任：嚴日初 常務副主任：羅犖銘 副主任：貝鈞奇 鄭志光
公 關 部：榮譽顧問：梁錫光 主任： 常務副主任：黎建輝 副主任：洪子晴 覃大可
宣 傳 部：榮譽顧問：李國雄 主任：劉 侶 常務副主任：梁正中 副主任：簡植航 陳建豪

會 員 部：榮譽顧問：彭少榮 主任：張恭立 常務副主任：李銘深 副主任：李國明 唐允良
文 康 部：榮譽顧問：王文漢 主任：李藍波 常務副主任：黃婉齡 副主任：張 偉 戴澤良
海外聯絡部：榮譽顧問：容 冰 主任：連廣成 常務副主任：蔡紹宗 副主任：蔡衍濤 尹銳全
聯 誼 部：榮譽顧問：蔡 彪 主任：沈運森 常務副主任：歐陽卓倫 副主任：蕭龍標 何楓群
法律事務部：榮譽顧問：殷國榮 主任：蘇國良 常務副主任：吳君棟 副主任：葉建民 簡汝謙
社團聯絡部：榮譽顧問：吳華江 主任：周厚立 常務副主任：黃醒林 副主任：呂澄宇 葉創達
出 版 部：榮譽顧問：石漢基 主任：鄂健強 常務副主任：陳貢光 副主任：孫志文 黎漢光

常 務 會 董：丁志威 方文雄 王文漢 王美華 王振聲 王國強 王紹恆 王紹基 王惠棋 王欽賢 王賜豪 王觀強 丘瑞真 石漢基 何世柱 何美儀 何楓群 何毅強 余偉傑 余國春 余國樑 余錦坤
余鵬春 吳火豪 吳序平 吳哲歆 吳惠權 吳華江 吳榮治 呂耀華 岑傑英 李 歡 李子良 李文達 李昌富 李家傑 李國明 李國雄 李逢樂 李塔源 李煥霞 李瑞成 李碧葱 李銘深
李鋈麟 李藍波 杜家駒 沈運森 貝鈞奇 官錦堃 周厚立 周振基 林光如 林志偉 林秀琴 林建岳 林偉成 林凱章 林潔聲 林鎮洪 姚啟文 洪子晴 胡劍江 唐大威 唐大錦 孫少文
孫玄浩 孫志文 孫國林 孫翠芬 容 冰 徐 莉 徐湛滔 殷國榮 翁廣松 馬介璋 馬鴻銘 張 偉 張 細 張佑仲 張恭立 張國榮 張敬川 張麗珍 梁 平 梁 麟 梁正中 梁亮勝
梁婉儀 梁滿林 梁錫光 許智明 許學之 連廣成 陳 杏 陳 武 陳中以 陳丹丹 陳少洪 陳文清 陳幼南 陳永棋 陳東岳 陳厚威 陳建豪 陳紅天 陳朗雲 陳笑權 陳章喜 陳統金
陳博智 陳登鋒 陳榮欣 陳鴻基 麥炳球 勞思傑 彭少榮 彭文龍 賀良梅 鄂健強 馮權開 黃 敬 黃 震 黃少康 黃光苗 黃英豪 黃敬舒 黃婉齡 黃進達 黃達東 黃醒林 楊 釗
楊 德 楊 鑫 楊位醒 楊志紅 楊育城 楊健龍 楊國輝 葉志光 葉建民 葉振南 葉常春 葉創達 葉樹林 廖漢輝 趙曾學韞 劉 侶 劉 軍 劉宇新 劉宗明 劉恆智 劉嘉榮 劉劍明
劉劍榮 歐陽永 歐陽成潮 歐陽卓倫 潘少忠 潘慶基 蔡 彪 蔡少偉 蔡志明 蔡冠深 蔡衍濤 蔡紹宗 鄧祐才 鄧婉玲 鄭澤權 霍震宇 鄭錦鐘 黎兆深 黎建輝 黎漢光 盧浩宏 蕭七妹
蕭暉榮 蕭龍標 賴國輝 錢志庸 霍啟山 霍啟智 霍震寰 戴德豐 戴澤良 薛濟匡 薛濟傑 謝 浪 謝宏熊 謝禮明 鍾立強 鍾偉平 鍾樹根 簡汝謙 簡松年 簡植航 羅景雲 羅犖銘
譚錦球 關亨時 嚴日初 蘇仲平 蘇計成 蘇祖耀 蘇國良 蘇傑開 龔俊龍 (按姓氏筆劃排列)

會 董：丁志威 尹嘉亮 尹銳全 方文雄 王文漢 王玉成 王再興 王明凡 王美華 王振聲 王國強 王紹恆 王紹基 王惠棋 王欽賢 王賜豪 王觀強 丘瑞真 史立德 田麗卿 石漢基 伍 忠
伍淑清 朱李月華 朱鼎健 江達可 何 岸 何世柱 何志強 何美儀 何偉民 何焯輝 何楓群 何業成 何毅強 余偉傑 余國春 余國樑 余錦坤 余鵬春 吳火豪 吳君棟 吳序平 吳哲歆
吳秩齡 吳彩華 吳惠權 吳華江 吳榮治 呂志雄 呂澄宇 呂耀華 岑傑英 李 康 李 歡 李子良 李文達 李民斌 李民橋 李志峰 李秀恆 李昌富 李家傑 李國明 李國雄 李國瑹
李富榮 李逢樂 李惠明 李惠森 李塔源 李煥霞 李瑞成 李碧葱 李銘深 李鋈麟 李澤鉅 李藍波 杜家駒 沈運森 貝鈞奇 官錦堃 周厚立 周厚澄 周振基 周清心 林月明 林本雄
林光如 林志偉 林秀琴 林建岳 林思恩 林英樂 林偉成 林凱章 林雲峰 林漢武 林潔聲 林鎮洪 邱長喜 姚中立 姚汝雄 姚啟文 姚盛友 姚逸明 洪子晴 胡定旭 胡劍江 唐大威
唐大錦 唐允良 孫少文 孫玄浩 孫志文 孫國林 孫翠芬 容 冰 徐 莉 徐湛滔 殷國榮 涂輝龍 翁廣松 馬介璋 馬鴻銘 區倩雯 張 偉 張 細 張佑仲 張志偉 張肖平 張恭立
張國榮 張敬川 張新傑 張詩培 張德熙 張興來 張麗珍 梁 平 梁 池 梁 麟 梁正中 梁志敏 梁亮勝 梁婉儀 梁景威 梁華濟 梁滿林 梁穎宇 梁錫光 許智明 許學之 連廣成
郭炳湘 陳 杏 陳 武 陳 鐳 陳子洪 陳中以 陳中偉 陳丹丹 陳少洪 陳文清 陳幼南 陳永棋 陳汀洲 陳志明 陳東岳 陳南坡 陳厚威 陳奕羲 陳建豪 陳紅天 陳振東 陳振超
陳朗雲 陳笑權 陳貢光 陳章喜 陳統金 陳博智 陳登鋒 陳進程 陳愛菁 陳經緯 陳嘉然 陳榮欣 陳榮濂 陳賢豪 陳錫堅 陳鴻基 麥炳球 勞思傑 彭少榮 彭文龍 彭長緯 彭曉明
彭磷基 曾智明 覃大可 賀良梅 鄂健強 馮妙雲 馮卓能 馮權開 黃 敬 黃 震 黃少康 黃火欽 黃甘培 黃兆良 黃光苗 黃英豪 黃敬舒 黃婉齡 黃進達 黃楚標 黃達東 黃達華
黃醒林 楊 釗 楊 德 楊 鑫 楊天華 楊位醒 楊志紅 楊育城 楊海成 楊建文 楊健龍 楊國強 楊國輝 葉永成 葉志光 葉建民 葉振南 葉常春 葉創達 葉樹林 廖榕就 廖漢輝
趙曾學韞 劉 侶 劉 軍 劉宇新 劉志強 劉宗明 劉建樟 劉恆智 劉嘉榮 劉漢銓 劉劍明 劉劍榮 劉廣財 歐陽永 歐陽成潮 歐陽卓倫 潘少忠 潘桂桃 潘慶基 蔡 彪 蔡少偉 蔡志明
蔡冠深 蔡衍濤 蔡紹宗 鄧祐才 鄧婉玲 鄭 堅 鄭志光 鄭志強 鄭家純 鄭澤權 鄭錦鐘 黎兆深 黎建輝 黎漢光 盧浩宏 蕭七妹 蕭奇標 蕭暉榮 蕭龍標 賴海民 賴國輝 錢志庸
霍啟山 霍啟智 霍震宇 霍震寰 戴德豐 戴澤良 薛濟匡 薛濟傑 謝 浪 謝宏熊 謝禮明 鍾立強 鍾奇峰 鍾偉平 鍾樹根 簡汝謙 簡松年 簡植航 羅松亮 羅林萬枝 羅景雲 羅犖銘
羅德雄 譚炳立 譚惠珠 譚鳳枝 譚錦球 關亨時 嚴日初 蘇仲平 蘇計成 蘇振聲 蘇祖耀 蘇啟國 蘇國良 蘇國舜 蘇國維 蘇傑開 蘇開盛 蘇裕康 龔俊龍 (按姓氏筆劃排列)

名譽法律顧問：梁愛詩 譚惠珠 周永健 胡漢清 馮華健 溫嘉旋 廖長江 廖長城 劉健儀 劉漢銓
義務法律顧問：鍾沛林 方 和
義務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陳維端)

第八屆會董會

廣東省21市代表性團體：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 香港客屬總會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九龍東潮人聯會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 肇慶雲浮各邑同鄉總會

香港清遠社團總會 香港茂名同鄉總會 香港陽江社團總會 香港潮州商會 香港汕頭商會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湛江社團總會 香港梅州聯會 四邑會所

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 東莞同鄉總會 香港九龍揭陽同鄉總會 香港陽江工商聯合會 香港嘉應商會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 湛江旅港同鄉聯誼會 雲浮同鄉總會 （排名不分先後）

暨全體同人暨全體同人 致意致意

總 監：李嘉誠
創 會 主 席：余國春 創會會長：何世柱 許智明 創會副主席：羅景雲 蘇計成 李 歡 楊 鑫 創會秘書長：歐陽成潮
首 席 會 長：余國春 王國強 陳永棋 戴德豐 許智明 楊 釗 霍震寰 鄭家純 劉漢銓 郭炳湘 林建岳 伍淑清 李家傑 李澤鉅 胡定旭 譚惠珠 譚錦球
常 務 會 長：蔡志明 陳紅天 黃光苗 馬介璋 涂輝龍 黃楚標 陳經緯 李秀恆 楊國強 賴海民 劉志強 王玉成 朱李月華 林英樂 楊建文
會 長：李 歡 蔡冠深 劉宇新 李文達 葉樹林 楊 鑫 何世柱 岑傑英 羅景雲 蘇計成 王再興 李子良 李民斌 李惠森 梁志敏 許學之 陳 武 陳振東 彭磷基 黃英豪 黃達華 楊海成

劉宗明 簡松年 孫少文 石漢基 鄭錦鐘 翁廣松 方文雄 王賜豪 周振基 曾智明 楊志紅 廖漢輝 鄭澤權 劉 軍 周厚澄 王惠棋 江達可 朱鼎健 林雲峰 彭長緯 孫國林 王明凡
蘇傑開 梁 麟 王觀強 徐湛滔 劉恆智

副 會 長：史立德 何志強 何焯輝 何業成 吳榮治 李塔源 李碧葱 李民橋 張 細 梁 平 連廣成 陳中偉 陳文清 陳南坡 陳統金 彭曉明 廖榕就 趙曾學韞 潘少忠 周厚立 蕭暉榮 譚炳立
蘇仲平 林漢武 陳榮濂 陳朗雲 劉嘉榮 蕭七妹 張佑仲 呂耀華 李昌富

榮 譽 主 席：余國春 王國強

主 席：陳永棋
常務副主席：林光如 梁亮勝 吳惠權 張國榮 梁滿林 鄧祐才 劉劍明 陳幼南 霍震宇 余鵬春 吳哲歆 鍾偉平 馬鴻銘 黃少康 龔俊龍
副 主 席：蘇傑開 廖漢輝 葉振南 楊 德 徐 莉 梁錫光 李國雄 陳登鋒 李鋈麟 吳火豪 容 冰 陳 杏 陳厚威 彭少榮 歐陽永 王文漢 賀良梅 黃達東 馮權開 吳華江 孫國林 梁 麟

王觀強 李銘深 何毅強 蔡 彪 余錦坤 唐大威 楊育城 謝 浪
秘書長(會長兼)：簡松年
會 務 顧 問：張恭立
常務副秘書長：陳少洪 葉志光 張麗珍 謝禮明 何美儀 林凱章 霍啟山 黃 敬 王振聲
副 秘 書 長：王紹基 余偉傑 杜家駒 彭文龍 潘慶基 薛濟傑 蘇國良 楊國輝 梁婉儀 劉劍榮
婦女委員會：榮譽顧問：徐 莉 顧問：李碧葱 主任：丘瑞真 常務副主任：鄧婉玲 副主任：梁婉儀 孫翠芬 陳愛菁
青年委員會：榮譽顧問：馬鴻銘 顧問：黃進達 主任：林凱章 常務副主任：杜家駒 副主任：丁志威 霍啟山 簡汝謙 余偉傑 王紹恆 秘書長：王紹恆(兼) 副秘書長：鍾奇峰
專業人士委員會：榮譽顧問：余鵬春 顧問：孫國林 主任：勞思傑 常務副主任：錢志庸 副主任：麥炳球 林偉成 呂志雄
商務委員會：榮譽顧問：鍾偉平 顧問：唐大威 主任：楊國輝 常務副主任：陳東岳 副主任：何美儀 張敬川 陳榮欣 楊健龍
總 務 部：榮譽顧問：霍震宇 主任：關亨時 常務副主任：黎兆深 副主任：劉廣財 蘇祖耀
財 務 部：榮譽顧問：余錦坤 主任：鍾立強 常務副主任：賴國輝 副主任：唐大錦 霍啟智
稽 核 部：榮譽顧問：陳厚威 主任：林志偉 常務副主任：王欽賢 副主任：孫玄浩 陳章喜
社會事務部：榮譽顧問：葉志光 主任：楊位醒 常務副主任：陳博智 副主任：陳中以 姚汝雄
福 利 部：榮譽顧問：蘇傑開 主任：嚴日初 常務副主任：羅犖銘 副主任：貝鈞奇 鄭志光
公 關 部：榮譽顧問：梁錫光 主任： 常務副主任：黎建輝 副主任：洪子晴 覃大可
宣 傳 部：榮譽顧問：李國雄 主任：劉 侶 常務副主任：梁正中 副主任：簡植航 陳建豪

會 員 部：榮譽顧問：彭少榮 主任：張恭立 常務副主任：李銘深 副主任：李國明 唐允良
文 康 部：榮譽顧問：王文漢 主任：李藍波 常務副主任：黃婉齡 副主任：張 偉 戴澤良
海外聯絡部：榮譽顧問：容 冰 主任：連廣成 常務副主任：蔡紹宗 副主任：蔡衍濤 尹銳全
聯 誼 部：榮譽顧問：蔡 彪 主任：沈運森 常務副主任：歐陽卓倫 副主任：蕭龍標 何楓群
法律事務部：榮譽顧問：殷國榮 主任：蘇國良 常務副主任：吳君棟 副主任：葉建民 簡汝謙
社團聯絡部：榮譽顧問：吳華江 主任：周厚立 常務副主任：黃醒林 副主任：呂澄宇 葉創達
出 版 部：榮譽顧問：石漢基 主任：鄂健強 常務副主任：陳貢光 副主任：孫志文 黎漢光

常 務 會 董：丁志威 方文雄 王文漢 王美華 王振聲 王國強 王紹恆 王紹基 王惠棋 王欽賢 王賜豪 王觀強 丘瑞真 石漢基 何世柱 何美儀 何楓群 何毅強 余偉傑 余國春 余國樑 余錦坤
余鵬春 吳火豪 吳序平 吳哲歆 吳惠權 吳華江 吳榮治 呂耀華 岑傑英 李 歡 李子良 李文達 李昌富 李家傑 李國明 李國雄 李逢樂 李塔源 李煥霞 李瑞成 李碧葱 李銘深
李鋈麟 李藍波 杜家駒 沈運森 貝鈞奇 官錦堃 周厚立 周振基 林光如 林志偉 林秀琴 林建岳 林偉成 林凱章 林潔聲 林鎮洪 姚啟文 洪子晴 胡劍江 唐大威 唐大錦 孫少文
孫玄浩 孫志文 孫國林 孫翠芬 容 冰 徐 莉 徐湛滔 殷國榮 翁廣松 馬介璋 馬鴻銘 張 偉 張 細 張佑仲 張恭立 張國榮 張敬川 張麗珍 梁 平 梁 麟 梁正中 梁亮勝
梁婉儀 梁滿林 梁錫光 許智明 許學之 連廣成 陳 杏 陳 武 陳中以 陳丹丹 陳少洪 陳文清 陳幼南 陳永棋 陳東岳 陳厚威 陳建豪 陳紅天 陳朗雲 陳笑權 陳章喜 陳統金
陳博智 陳登鋒 陳榮欣 陳鴻基 麥炳球 勞思傑 彭少榮 彭文龍 賀良梅 鄂健強 馮權開 黃 敬 黃 震 黃少康 黃光苗 黃英豪 黃敬舒 黃婉齡 黃進達 黃達東 黃醒林 楊 釗
楊 德 楊 鑫 楊位醒 楊志紅 楊育城 楊健龍 楊國輝 葉志光 葉建民 葉振南 葉常春 葉創達 葉樹林 廖漢輝 趙曾學韞 劉 侶 劉 軍 劉宇新 劉宗明 劉恆智 劉嘉榮 劉劍明
劉劍榮 歐陽永 歐陽成潮 歐陽卓倫 潘少忠 潘慶基 蔡 彪 蔡少偉 蔡志明 蔡冠深 蔡衍濤 蔡紹宗 鄧祐才 鄧婉玲 鄭澤權 霍震宇 鄭錦鐘 黎兆深 黎建輝 黎漢光 盧浩宏 蕭七妹
蕭暉榮 蕭龍標 賴國輝 錢志庸 霍啟山 霍啟智 霍震寰 戴德豐 戴澤良 薛濟匡 薛濟傑 謝 浪 謝宏熊 謝禮明 鍾立強 鍾偉平 鍾樹根 簡汝謙 簡松年 簡植航 羅景雲 羅犖銘
譚錦球 關亨時 嚴日初 蘇仲平 蘇計成 蘇祖耀 蘇國良 蘇傑開 龔俊龍 (按姓氏筆劃排列)

會 董：丁志威 尹嘉亮 尹銳全 方文雄 王文漢 王玉成 王再興 王明凡 王美華 王振聲 王國強 王紹恆 王紹基 王惠棋 王欽賢 王賜豪 王觀強 丘瑞真 史立德 田麗卿 石漢基 伍 忠
伍淑清 朱李月華 朱鼎健 江達可 何 岸 何世柱 何志強 何美儀 何偉民 何焯輝 何楓群 何業成 何毅強 余偉傑 余國春 余國樑 余錦坤 余鵬春 吳火豪 吳君棟 吳序平 吳哲歆
吳秩齡 吳彩華 吳惠權 吳華江 吳榮治 呂志雄 呂澄宇 呂耀華 岑傑英 李 康 李 歡 李子良 李文達 李民斌 李民橋 李志峰 李秀恆 李昌富 李家傑 李國明 李國雄 李國瑹
李富榮 李逢樂 李惠明 李惠森 李塔源 李煥霞 李瑞成 李碧葱 李銘深 李鋈麟 李澤鉅 李藍波 杜家駒 沈運森 貝鈞奇 官錦堃 周厚立 周厚澄 周振基 周清心 林月明 林本雄
林光如 林志偉 林秀琴 林建岳 林思恩 林英樂 林偉成 林凱章 林雲峰 林漢武 林潔聲 林鎮洪 邱長喜 姚中立 姚汝雄 姚啟文 姚盛友 姚逸明 洪子晴 胡定旭 胡劍江 唐大威
唐大錦 唐允良 孫少文 孫玄浩 孫志文 孫國林 孫翠芬 容 冰 徐 莉 徐湛滔 殷國榮 涂輝龍 翁廣松 馬介璋 馬鴻銘 區倩雯 張 偉 張 細 張佑仲 張志偉 張肖平 張恭立
張國榮 張敬川 張新傑 張詩培 張德熙 張興來 張麗珍 梁 平 梁 池 梁 麟 梁正中 梁志敏 梁亮勝 梁婉儀 梁景威 梁華濟 梁滿林 梁穎宇 梁錫光 許智明 許學之 連廣成
郭炳湘 陳 杏 陳 武 陳 鐳 陳子洪 陳中以 陳中偉 陳丹丹 陳少洪 陳文清 陳幼南 陳永棋 陳汀洲 陳志明 陳東岳 陳南坡 陳厚威 陳奕羲 陳建豪 陳紅天 陳振東 陳振超
陳朗雲 陳笑權 陳貢光 陳章喜 陳統金 陳博智 陳登鋒 陳進程 陳愛菁 陳經緯 陳嘉然 陳榮欣 陳榮濂 陳賢豪 陳錫堅 陳鴻基 麥炳球 勞思傑 彭少榮 彭文龍 彭長緯 彭曉明
彭磷基 曾智明 覃大可 賀良梅 鄂健強 馮妙雲 馮卓能 馮權開 黃 敬 黃 震 黃少康 黃火欽 黃甘培 黃兆良 黃光苗 黃英豪 黃敬舒 黃婉齡 黃進達 黃楚標 黃達東 黃達華
黃醒林 楊 釗 楊 德 楊 鑫 楊天華 楊位醒 楊志紅 楊育城 楊海成 楊建文 楊健龍 楊國強 楊國輝 葉永成 葉志光 葉建民 葉振南 葉常春 葉創達 葉樹林 廖榕就 廖漢輝
趙曾學韞 劉 侶 劉 軍 劉宇新 劉志強 劉宗明 劉建樟 劉恆智 劉嘉榮 劉漢銓 劉劍明 劉劍榮 劉廣財 歐陽永 歐陽成潮 歐陽卓倫 潘少忠 潘桂桃 潘慶基 蔡 彪 蔡少偉 蔡志明
蔡冠深 蔡衍濤 蔡紹宗 鄧祐才 鄧婉玲 鄭 堅 鄭志光 鄭志強 鄭家純 鄭澤權 鄭錦鐘 黎兆深 黎建輝 黎漢光 盧浩宏 蕭七妹 蕭奇標 蕭暉榮 蕭龍標 賴海民 賴國輝 錢志庸
霍啟山 霍啟智 霍震宇 霍震寰 戴德豐 戴澤良 薛濟匡 薛濟傑 謝 浪 謝宏熊 謝禮明 鍾立強 鍾奇峰 鍾偉平 鍾樹根 簡汝謙 簡松年 簡植航 羅松亮 羅林萬枝 羅景雲 羅犖銘
羅德雄 譚炳立 譚惠珠 譚鳳枝 譚錦球 關亨時 嚴日初 蘇仲平 蘇計成 蘇振聲 蘇祖耀 蘇啟國 蘇國良 蘇國舜 蘇國維 蘇傑開 蘇開盛 蘇裕康 龔俊龍 (按姓氏筆劃排列)

名譽法律顧問：梁愛詩 譚惠珠 周永健 胡漢清 馮華健 溫嘉旋 廖長江 廖長城 劉健儀 劉漢銓
義務法律顧問：鍾沛林 方 和
義務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陳維端)

第八屆會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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