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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嘉賓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 張肖鷹先生
中聯辦社團聯絡部副部長 黎寶忠先生
中聯辦行政財務部副部長 李文澤先生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彭秋雲先生
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王 玲女士
福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 莫雪平女士
福建長樂市委副書記、市長 蔡勁松先生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聯會榮譽會長 鄭耀棠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周安達源 先生
荃灣區議會主席 鍾偉平先生
華閩集團董事長 陳揚標先生
中銀香港副總經理 尤向宇先生

永遠榮譽會長： 黃炳祥 高玉鼎 高芝安
永遠榮譽顧問： 張詩劍 陳 娟 黃恆衛
榮 譽 會 長： （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詩增 王明星 朱 正 余建銑 李 鈺 李平安 李超華 宋忠官 吳華新 周存彬 林 勇 林 景 林民盾 林光華 林忠豪
林明海 林梅灼 林銘森 俞培俤 柯雪利 柯達權 陳 忠 陳 群 陳金平 陳金霖 陳建榕 陳建輝 陳建龍 陳祥林 曹錦蘭
張春敏 黃賀龍 劉禮祥 鄭 洪 鄭亨偉 鄭永光 鄭玉官 鄭良興 鄭寶明 鄭寶佑
名 譽 會 長： （按姓氏筆劃為序）
何 旗 吳茂忠 李楊敬 李詩佑 李興干 林金棟 林傳源 施智強 許典滂 許寶月 陳 渠 陳昌樂
陳治林 陳經緯 陳德水 陳禮訓 黃 健 劉金秋 劉官政 劉美雨 鄭可譚 鄭秉武 鄭淑香
榮 譽 顧 問： 林發耿 吳功芳 林錦雯 嚴依明 倪法昇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香港長樂聯誼會第五屆理事會隆重就職香港長樂聯誼會第五屆理事會隆重就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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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福州市委統戰部 福州市海外聯誼會
福州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中共福建省長樂市委員會 福建省長樂市人民政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福建省長樂市委員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長樂市委員會 中共福建省長樂市委統戰部
福建省長樂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新界社團聯會
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華榕（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
香港南安公會 香港泉州同鄉會 香港福州亭江聯誼總會 香港寧德同鄉聯誼總會 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 香港福清同鄉聯誼會
香港連江聯誼會 香港平潭同鄉會 香港漳浦同鄉會 荃灣各界協會 長樂市公安老警察活動中心理事會 香港長樂聯誼會創會會長黃炳祥
劉官政名譽會長 中西區坊眾社會服務中心邱松慶主席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新界西分會林銘森會長

同敬賀
（排名不分先後）
















謹訂於2016年8月27日（星期六）晚上7點，假香港荃灣如心海景酒店7樓宴會廳，隆重舉行精準扶貧捐贈儀式暨第五屆
理事會就職典禮。

香港長樂聯誼會第五屆理事會組織架構

敦 請
中央駐港聯絡辦領導
福建省委省政府領導
福州市委市政府領導
長樂市委市政府領導
香港工聯會領導
福建社團聯會領導
荃灣區議會主席
華閩集團領導
中銀香港領導
蒞臨主禮

恭候光臨指導，曷勝榮藉
香港長樂聯誼會理事長高小文、董事長高玉鼎暨全體理事敬約

下午5時恭候 7時入席
電話：6382 1446 傳真：3902 3799

請 柬

理 事：（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 平 王少玲 王次鳳 王志端 王香米 王美英 王美如 王紅嬌 王景光 王景如 王景鴻 王楓嬌 王碧利 王愛華 王曉玲 方雪嬌 石 嵩 石水英 石立勇 李文珍 李秀釵 李秀娟 李治志 李勇祥
李梅玉 池秀雲 池建軍 江秋英 任康容 任雅萍 阮華敬 余珠玉 余國英 邵芝欽 卓 鋒 林 飛 林水仙 林丹洪 林丹卿 林文錢 林木朋 林幼華 林丕蘇 林玉珍 林仕華 林依欽 林君玉 林灼官
林金山 林枝明 林俊愛 林美榕 林珠英 林振發 林書來 林娟平 林國俤 林國輝 林貴珠 林善志 林愛珠 林碧玉 林碧英 林鳳珠 林錦芳 林雙金 周存平 金能香 俞美珍 施 娟 施宏航 高元丁
高雪金 高康玉 高秀欽 高愛香 高學貞 高德琛 高鴻燕 倪雪金 陳 芬 陳 芳 陳 崗 陳 華 陳 雲 陳 震 陳 燦 陳月娥 陳文捷 陳水英 陳巧仙 陳玉琴 陳玉嬌 陳芝琴 陳如欽 陳志標
陳其標 陳秀珍 陳秀欽 陳秀鳳 陳忠榕 陳長勝 陳秋美 陳秋英 陳美香 陳貞雲 陳香珍 陳香琴 陳桂新 陳祥霖 陳祥輝 陳雪玉 陳國泉 陳淑嬌 陳雲玉 陳雲秋 陳雲桐 陳愛玉（長樂）
陳愛玉（閩侯） 陳愛珍 陳愛蓉 陳義鏡 陳德全 陳德善 陳德凱 陳錦渠 陳學敏 陳麗芝 陳麗清 馮峰松 莫明安 葉月英 葉桂泉 曹以淡 曹自南 曹春艷 張子典 張玉英 張玉清 張必勇 張世章
張珍容 張承灼 張秋游 張秋華 張建銘 張修春 張鐵民 許東鐘 許金釵 許順仙 區相晃 黃 吟 黃玉珍 黃亞文 黃明安 黃宗斌 黃建樹 黃惠貞 黃瑞萍 黃碧琳 黃曉青 楊允鋒 楊美花 楊福譽
楊學增 楊衞強 楊寶英 曾金海 曾雙英 鄒長鈞 鄒述琴 鄒依峰 鄒宗長 鄒美蘭 鄒雪嬌 鄒愛芳 鄒寶珠 鄒寶華 游 娟 游精座 蔣秀華 趙小芹 趙丹鳳 趙文燦 趙仕忠 趙汝彬 趙松梅 趙朝官
趙福鈺 趙德全 鄭少華 鄭月英 鄭可志 鄭可鐘 鄭玉仙 鄭玉官 鄭巧燕 鄭秀彬 鄭春英 鄭振國 鄭飛妹 鄭珠英 鄭濟孟 鄭偉霖 鄭嫩妹 鄭燕芳 鄭鴻翎 鄭麗榕 蔡涵英 盧瑞珠 劉 娟 劉天財
劉心玲 劉春金 劉家林 劉碧珠 劉禮華 薛玉英 薛春利 薛財福 魏美玉 魏美容 魏淑貞 羅水英 歐陽升錦 歐陽賽金

榮譽職銜芳名

理事會芳名

常務理事：（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家頌 石冰焰 石景鋒 石雄棟 李俊壽 李國鑽 李賢意 吳永斌 邵玉華 林 岩 林丕環 林銘忠 林春金 林發金 林銘亮 林麗玲 林蘭珍 林寶瑛 施旭升 施克偉 施秋平 施娟雲 倪群燕 高 意
高小英 高小華 高柏耀 高學耀 陳 凎 陳 莉 陳 瑜 陳明旺 陳忠欽 陳和檉 陳雪花 陳斯利 陳新華 陳學娟 陳禮銀 陳麗芬 曹慶平 張 榕 張統鑄 張燁媚 鄒伯華 鄒宗遠 鄒麗芳 鄒鏗英
曾炎慧 湯偉英 曾 大 黃子愷 董喜龍 廖小玲 鄭 雲 鄭美英 鄭飛燕 鄭麗清 劉茂新 劉增景 劉錦玉 劉麗欽 盧曉蘭 鮑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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