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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熱烈祝賀香港溫州同鄉會第十七屆理監事就職熱烈祝賀香港溫州同鄉會第十七屆理監事就職

香港溫州同鄉會各分會祝賀第十七屆理監事會成立
溫州旅港同鄉會鹿城區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瑞安市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蒼南縣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龍灣區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樂清市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文成縣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甌海區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永嘉縣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泰順縣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洞頭區分會 溫州旅港同鄉會平陽縣分會 香港溫州工商會

香港溫州同鄉會第十七屆理監事會成員芳名
創 會 會 長：王國禎
名 譽 會 長：黃崇川 張國森 張長華 翁銀巧 王則左
高 級 顧 問：楊麟振 滕錦光 張俊森 戴長清 李志林 謝作偉 陳承守 祝偉俊 白洪海
會 長：蔡俊遠
常務副會長：繆維綏 陳 瑛 秦秀蓮 張積江 葉國美 張秀釵 張祝林 吳敬升 周健雲 王同俊 黃惠民

胡 敏 舒策城
副 會 長：黃雲章 陳月容 黃小滬 諸樂為 谷建秋 鄭秀蘭 應岩雲 陳風蘭 謝 奔 朱明森 胡謹民

許湘嫻 王照元 吳文斌 葉美南 孔梨梨 林允華 阮棉社 奚德平
常 務 理 事：陳明聰 吳怡芳 邵蓉莉 胡利國 蔡相理 張超柱 張天程 王蓮香 吳曉艷 林鳳英 姜彩女

謝和平 潘愛武 蔡玲玲 陳愛英 鄭泳淇 夏愛貞 胡珍華 王小苗 湯美安 吳卓桐
理 事：柳佩秋 徐少德 吳海哨 逢世傑 谷文霞 李 芝 郭 雷 楊志偉 陳芙蓉 婁可君 倪詩穎

鄭雅丹 周小丰 韓光月 張進福 葉昌金 夏愛萍 林永芬 陳啟蒙 周 舒 周再華 胡美英
黃梓淇 齊 勇 張菊雲

監 事 長：吳敬升
副 監 事 長：董 謹 陳鳳妹 吳旭忠 周愛微 鍾維姿
監 事：高敬夫 陳秀惠 林雪珍 胡秋珍 周愛芬

在火紅的七月，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喜慶日子裡，

香港溫州同鄉會迎來了第十七屆理監事會就職慶典。

在此，我謹代表新一屆同鄉會及第十七屆理監事

會全體同仁對此次同鄉會換屆選舉、順利交接

工作給予支持、幫助的溫州市各方面與同鄉

會鄉親鄉賢，表示由衷的感謝！

遊子千里夢，依依桑梓情。香港溫州

同鄉會自一九八五年成立至今的三十二年

來，始終以愛國愛港、維護祖國統一、促進

內地與香港合作交流、關注居港溫州鄉親的權益

為宗旨，利用各種形式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政治、經

濟、慈善公益活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家鄉的經濟發展，作

出應有的貢獻。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在

新的一年中，香港溫州同鄉會將不忘初心，牢記

宗旨，在溫州市各方面的大力支恃和同鄉會全

體同仁的努力下，必將開啟新的希望，開始新

的征程，承載新的夢想！

鄉親們，朋友們，親情和鄉情凝聚著我

們。讓我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為香港更

加美好的未來，為家鄉的日益進步昌盛，作

出新的貢獻！

致居港溫州鄉親
水是家鄉甜，月是故鄉明。雖然我們身居香港，但是故鄉的山水養育了我們，故鄉的山山水水是我們永遠的掛牽。
濃濃鄉音，依依鄉情。香港溫州同鄉會就是一個方便居港鄉親相互聯絡，相互交流，彼此互助而自愿組建的鄉親團

體，也是我們居港溫州人的共同家園。
在此同鄉會第十七屆理監事會就職慶典之際，我誠摯邀請居港鄉親鄉賢，踴躍加入香港溫州同鄉會這個我們自己的

共同家園。一起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家鄉的經濟發展添磚加瓦、增光添彩！
余祝居港諸鄉親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興旺！

香港溫州同鄉會會長蔡俊遠謹致

香港溫州同鄉會地址:九龍官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B座四樓402室
聯繫電話：2770 3278 傳真：2384 7922 電郵：ZhouShu117@yahoo.com.hk 聯繫人：周 舒 吳卓桐

蔡俊遠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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