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 敬 賀 (排名不分先後)

祝賀單位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秘書長 許 東 先生
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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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政協常務委員、香港南安公會會長 黃少玉 女士
中共南安市梅山鎮埔仔村書記 戴德明 先生

創 會 會 長：戴 方(培賢)

永遠榮譽會長：戴 方(培賢)戴建國 戴錦文 戴長旋
永遠名譽會長：戴明瑞 戴永耀 戴克華 戴震川 戴振中 戴錦春

戴小波 戴森展 戴志輝 戴濟民 戴亞獅 戴振祥
戴克瑞 戴樹川 戴玉樹 戴良友 戴德祥

名 譽 會 長：戴雙榮 戴躍生 戴一穎 戴永生 戴水源 戴利水
戴添福 戴奮發 戴聯福 戴培偉 戴文華 戴洪源
戴華生 戴德潤 戴繼志 戴銘鋒(石獅)戴順良 戴維守
戴慶春 戴燦輝 戴秋菊 戴佑碧 戴瓊梅 戴國賢
戴倍鑫 戴益鳳 戴光輝 戴得豐 戴雙喜 戴伙國
戴協昌 戴志強 戴瑞妙

顧 問：戴植樓 戴文顯 戴良炎 戴文章 戴文遠 戴良謙
戴秀文 戴瑞榮 戴鎮來 戴松柏 戴孫南 戴轉庭
戴佑德 戴智謀 戴松協 戴洪清霞 戴素美

首 席 顧 問：戴錦文
會 長：戴小波
會 務 顧 問：戴 方(培賢)戴建國 戴長旋 戴黃少玉
常 務 副 會 長：戴森展 戴志輝 戴德祥
副 會 長：戴亞獅 戴振祥 戴良民 戴育明 戴東風 戴樹川 戴銘峰

戴志剛 戴少宏 戴青山 戴玉葉 戴黃宏珍 戴繼洲 戴素卿
戴秋霞 戴德賢 戴瓊玲 戴美清

理 事 長：戴鴻祥
副 理 事 長：戴國林 戴永生 戴再興 戴泉成 戴住發 戴振良 戴雲騰

戴永聯 戴奮發 戴碧懷 戴永萬 戴志旭 戴鴻儀
監 事 長：戴順吉
副 監 事 長：戴文成 戴文普 戴德興 戴利水 戴懷民 戴鴻瑜 戴秋金

戴志發 戴慶春 戴燦輝 戴勝佳 戴景波 戴國楝 戴子龍
秘 書 長：戴英杰
副 秘 書 長：戴培慶 戴維守 戴碧泉
財 務 部 主 任：戴永成 副主任：戴劉江梅 戴培元 戴紫竹
總 務 部 主 任：戴永生(兼) 副主任：戴良水 戴少華 戴文賢
福 利 部 主 任：戴暉華 副主任：戴陳雪珍 戴瑞典 戴益鳳
康 樂 部 主 任：戴傅一斌 副主任：戴愛群 戴金鳳 戴添丁
婦女委員會主任：戴素卿(兼) 副主任：戴洪麗明 戴黃淑琼 戴黃燕玲
婦女委員會委員：戴碧玲 戴呂亞玲 戴陳愛治 戴吳秀滿 戴秀鳳 戴林惠芬 戴陳京珏

戴黃素珠 戴亞英 戴小玲 戴黃金治 戴黃兜治 戴陳雪瑜 戴瓊梅
青年委員會主任：戴騰達 副主任：戴驛權 戴勢明 戴冬梅 戴凌峰
理 事：戴碧峥 戴媚娜 戴曉珊 戴金國 戴天保 戴沿海 戴碧水

戴國民 戴慶我 戴鳳勇 戴益壽 戴祝民 戴文芳 戴子雄
戴孫雀 戴哲皎 戴樹岩 戴碧陽 戴文華 戴錦忠 戴維東

監 事：戴碧川 戴國賢 戴少雲 戴如祥 戴作民 戴潤澤 戴國城
戴添露 戴法來 戴再興(譙琉)戴金傑 戴梓興

賀 電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欣聞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將于2017年5月28日隆重舉行
慶祝成立二十三週年暨第十二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印尼戴氏宗親
會全体宗親，在此表示熱烈祝
賀，恭祝大會圓滿成功！

枝葉同根
源遠流長

印尼戴氏宗親會
理事長：戴偉明
秘書長：戴玉成 敬賀

2017年5月28日

熱烈祝賀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成立二十三週年

暨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隆重召開

枝葉同根
血脈相連

福建琉瑭戴氏宗親會 致意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南安市洪瀨僑聯會
賀 電

熱烈祝賀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成立二十三週年
暨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誌慶

敦睦宗誼
澤惠桑梓
共鋳新輝煌
同圓中國夢

南安市洪瀨歸國華僑聯合會
致 意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榮譽董事長：戴永耀 戴明瑞
董 事 長：戴錦文
秘 書 長：戴鴻祥
董 事：戴振中 戴克華 戴震川 戴錦春 戴 方(培賢)戴建國

戴長旋 戴小波 戴森展 戴志輝 戴濟民 戴亞獅
戴振祥 戴克瑞 戴樹川 戴德祥 戴玉樹 戴良友
戴順吉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第十二屆理監事芳名 (2017-2020)

熱烈慶祝成立二十三周年暨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熱烈慶祝成立二十三周年暨第十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主禮嘉賓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香港北角富臨皇宮金禧宴會廳隆重舉行

林樹哲 周安達源 黃少玉 戴德明 戴景水 戴志生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華鴻香港有限公司 金鴻星維港遊 福建省南安順昌鞋業有限公司 經偉國際旅運有限公司 香港興泰集團有限公司
美城集團有限公司 志豐集團有限公司 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 香港南安公會 南安洪瀨譙琉村委會 琉瑭戴氏家族會
南安梅山格內村委會 戴氏金良禮品公司 福建南安碼頭鎮僑聯會 南安市梅山鎮埔仔村委會 石獅市戴氏經濟發展促進會 港澳臺洪窟同鄉聯會
港澳台蚶江中學校友會 永寧中學香港校友會 旅港龍塘四鄉聯合會 石獅二中香港校友會 南安洪瀨鎮區戴氏宗親會 石獅市華僑中學旅港校友會
蘭芳婦女會 石光中學香港校友會 石獅寬仁旅港同鄉會 香港吳氏宗親會 .香港陳氏宗親會 香港莊嚴宗親會
香港施氏宗親會 旅港南安成功中學校友會 五星中學香港校友會 旅港南安僑光中學校友會 香港南安華僑中學校友會 福建南安洪瀨鎮僑聯會
香港南星中學校友會 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 旅港南安金淘鄉親聯誼會 香港奎霞同鄉會 南安市羅溪教育基金會 香港藍園教育基金會
香港詩山中學校友會 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 香港南安市新僑中學校友會 香港南安羅東同鄉會 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 香港南安梅山同鄉會
香港鳳山寺 香港仁宅黃氏宗親會 南安一中香港校友會 旅港福建南安劉林劉侯宗親會 香港南安洪梅同鄉會 香港渭濱宗親會
香港南安芙蓉同鄉會 安徽省戴氏宗親會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基金董事局
第十二屆董事芳名

第十二屆創會會長、永遠榮譽會長、
永遠名譽會長、名譽會長、顧問芳名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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