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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

暨全體同仁致意

名 譽 主 席：梁愛詩 葉劉淑儀 李慧琼 李家傑 田北辰 梁美芬
會 長：霍震寰
主 席：劉 軍
執行副主席：鄧祐才 陳榮濂 呂耀華 何業成
副 主 席：孫大倫 鄧 楓 林克敏 謝禮明 蔡冠明 張廣軍 何沃坤
秘 書 長：陳卓智
副 秘 書 長：霍啟啟山 劉嘉華 陳建豪
常 務 會 董：尹德輝 吳國雄 何麗霞 周宏銓 林泓豐 陳卓智 霍啟啟山 陳奇偉 陳細潔 陳維端 黃光森 傅金珠 鄭克和 鄭梁煥珍

劉邦民 霍啟啟文 簡樹秋 謝國慶 葉應洲 耿樹森 區國泉 杜半之 招應璋 區子安 楊寶林 廖漢輝 劉宇興 劉嘉華
羅犖銘 李寶珠 陳偉漢 許世聰 梁金塘 黃漢平 葉惠敏 劉錦勝 鍾力強 譚少強 陳建豪

會 董：王仲強 尹敬湖 伍兆緣 朱廣波 吳坤成 李建中 吳偉光 林耀明 凌志良 郭海生 翁澤文 許鎮江 莊耀勤 馮尚文
彭徐美雲 楊志宏 董瑞芸 謝滿全 劉建學 黎偉秋 王紹恆 夏德建 彭穎生 葉運聰 歐陽永 廖坤城 吳少強 李正鉗
施振康 姚啟啟文 梁達成 梁 麟 馮敬安 曾燈發 鄭仲文 鄭偉德 劉餘步 謝宏熊 梁毓偉

青年委員會主任：陳建豪 副主任：霍啟啟文 王紹恆 廖坤城 梁毓偉 何定榮 陳國誠 謝禮斌
義工團團長：區國泉 副團長：黎燕芳 陳子鑑
個 人 會 員：高子揚 陳宇文 陸慧全 婁偉民 鄭潔盈 簡智傑 王美蓮 周紀渭 曾少英 李福康 吳誌華 周兆華 謝禮斌
團 體 會 員：旺角街坊會 香港手套業商會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香港番禺同鄉總會 香港穗郊同鄉會

原氏宗親會（勝華堂） 旅港番禺會所 旅港增邑增義堂 旅港增城同鄉會 旅港增城商會
新界廠商聯合會 香港從化聯合會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香港招氏宗親總會 香港南海同鄉總會
香港順德杏壇同鄉會 香港樂從同鄉會 旅港三水同鄉會 香港台山同鄉總會 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
香港肇慶海外聯誼會 商界助更生委員會 香港肇慶雲浮各邑同鄉總會 復旦大學網路學院校友會 港澳肇慶市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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