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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贊助人 田北辰立法會議員,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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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立法會議員, BBS
何君堯立法會議員, JP
梁健文屯門區議會主席, BBS, MH, JP

榮譽顧問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 馮雅慧專員,JP 葉順興女士,BBS,MH,JP 李洪森議員,MH
鑽石贊助人 蕭潭平先生
翡翠贊助人 姜啟邦先生
會長 劉業強立法會議員,MH,JP
名譽主席 鄧楊詠曼女士,BBS,MH,JP 樓家強先生MH,JP 林德亮先生MH,JP 賴國輝先生 曾晃銘先生 李岸輝先生
名譽副主席 楊 江先生 尤秀霞女士 李忠明先生 梁崑璞先生 鄧振強先生
顧問 陳雲生先生,BBS,MH,JP 周錦祥先生,BBS,MH 徐 帆議員,MH 龍瑞卿議員,MH 陳文華議員,MH 朱耀華議員

吳觀鴻議員 歐志遠議員 陳文偉議員 古漢強議員 程志紅議員 曾憲康議員 蘇嘉雯議員
甘文鋒議員 巫成鋒議員 葉文斌議員 潘展鴻律師 黃顯舜律師 李家駒律師 陳孟宜校長
余大偉校長 曾嘉麗校長 袁國明校長 劉餘權校長 朱偉明校長 陸倩茹校長

執委會 主席 梁健文議員,BBS,MH,JP
執行副主席 李洪森議員,MH
副主席 葉順興女士,BBS,MH,JP 陶錫源議員,MH 李愛平女士 甘文鋒議員 蘇嘉雯議員 張恒輝議員

陳有海議員,BBS,MH,JP 蘇炤成議員 黃健榮先生 雲天壯先生 毛志成先生 馮樹發先生
陳秀雲女士 利紹榮先生 尹耀偉先生 劉秀其女士

執委 曾憲康議員 李 瑩女士 梁 發先生 徐 帆議員 曾展雄先生 馬清雲先生
劉秀英女士 陳浩庭先生 麥錦華先生 黎潔冰女士 蘇愛群女士 譚泳儀女士
陳鑽屏女士

秘書長 雲天壯先生(兼)
秘書處 劉秀英女士 尹耀偉先生 陳鑽屏女士 賴嘉汶女士 羅惠嫻女士

發起團體 屯門區國慶委員會 屯門鄉事委員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屯門地區服務處 屯門婦聯 香港工商總會屯門分會 仁愛堂
新民黨屯門地區服務處 港九漁民聯誼會 新社聯屯門地區委員會 青松觀 新界西居民聯會 屯門青年協會
民建聯屯門支部 三聖邨居民協會 社區動力 良田之友社 田北辰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參與團體 龍瑞卿議員辦事處 徐帆議員辦事處 劉業強議員辦事處 朱耀華議員辦事處 陳文華議員辦事處 歐志遠議員辦事處
陳文偉議員辦事處 曾憲康議員辦事處 程志紅議員辦事處 蘇嘉雯議員辦事處 巫成鋒議員辦事處 甘文鋒議員辦事處
蘇炤成議員辦事處 張恒輝議員辦事處 李洪森議員辦事處 陶錫源議員辦事處 屯門創意學會 葉文斌議員辦事處
富泰同心協會 小燕子舞蹈團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富泰婦女會 兆偉閣互助委員會 安定之友社
安定社 俊彥武術太極學會 屯門慧雅社 建生之友社 屯門活力之友 星輝樂聚軒
屯門湖景聯會 汛文太極學會 星韻樂聚軒 東莞同鄉總會屯門分會 小雅樂軒 星光樂聚軒
香港盛豐太極學會 正軌音樂 金碧凱旋研藝社 友愛南居民服務協會 謝國峰太極學會 金碧凱旋歌詠社
青山公路沿線居民權益會 大興清晨太極班 環星研藝社 小熊貓 馨韻文藝社 無界音樂曲藝社
屯門區居民服務社 終極門 良友社 毅群之友社 好友金曲研習社 屯門旭暉協會
心聲文娛協進會 翠寧花園業主關注組 蝴蝶社區協進會 蒲滙 新圍業主關注組 蝶青社
香港婦女聯盟 香港青毅舍 蝶藝社 屯門農牧同業促進會 澤豐居民協會 美真樂聚社
香港紫金聯誼會 景興居民服務社 健新社 兆康之友社 大興之友社 富健花園業主權益關注組
凝望社 大興義工社 良田婦女中心雅妍社 頌德會 富泰居民協會 星之動力
融薈 培新太極學會 飛躍新一代 環保精彩互助協會 愛德樓互助委員會 寶田居民權益協會
基層力量 建生康樂舞蹈會 屯門兆翠區民生關注組 屯門居民網絡 友妍社 香港美容同業協會
新景新動力 港九漁民聯誼會 頌賢薈社 進漁樓互助委員會 兆麗閣互助委員會 新星之友社
鳴欣服務社 屯紅葉聚耆樂會 良景居民權益聯會 扶貧創業施援拯救中心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屯門良景邨良偉樓互助委員會
施拯中社區服務處 屯門區居民服務社 群芳賢敍 香港婦女關注聯會 兆康苑賢毅社 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愛心關懷兒童會 屯門東北區街坊會 屯門文藝協進會 舞林至尊大會 傑出青年領袖協會 屯門敬老會
樂於助人協會 友愛活動籌備委員會 富新居民康體會 家在兆翠 活羚太極學會 屯門康樂休閒會
新良田居民權益協進會 屯門漁民婦女會 新時代力量 同歌共舞同心社 港九漁民青年會 大同扶弱協會
湖月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鳳凰曲藝社 輔新社 良景居民協會 弦韻軒藝苑 溢翁開心坊
友愛居民服務協會 翠康動力 大興各界聯席會議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新界西）總工會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祈請指正及見諒)

鳴謝 新界各界慶委會 青山三洲媽委員會有限公司 陳金兒博士 卓碧月女士 吳蕙蘭女士 吳鍱珮女士

屯門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籌備委員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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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同心粵劇「大戲」流

屯門各界萬眾同歡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屯門各界萬眾同歡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萬眾同歡慶回歸20周年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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