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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榮 譽譽 級級（排名不分先後）
首席永遠榮譽會長 王再興
永遠榮譽會長 陳偉南 楊賢足
永遠名譽會長 陳族遠
榮 譽 會 長 陳幼南 黃楚龍 沈慶旺 許學之 梁冠軍 黃榕城 張成雄 張仲哲 孫振光

陳統金 陳恒鑌 梁福元 吳木棠 洪思偉 郭一鳴 林榜昭 周光明 周 南
林 濤 林郁新 曾國奎 黃迨光 黃賜興 劉藝良 吳南祥 吳開松 李桂雄
蔡文川

名 譽 會 長 沈豪傑 鄭俊平 陳權軍 莊健成 王錫廷 林八弟 何寶元 郭銳忠 黃少華
黃祥漢 黃元弟 林楚吉 彭少衍 邱長喜 陳賢豪 林生耀 林志斯 彭電全
林映詞 林振芳 蔡德理 江偉忠 張志光 林春來 林少奮 陳祥發 孫淑強
潘德明 林子崇 蘇少初 佘恩典 方文利 巴鎮洲 莊漢禮 陳炳喜 葉年光
葉財興 林楓林 陳新濤 何奕鵬 徐名團

常務榮譽顧問 陳登鋒 劉國才 劉院明 林少光 林木宏 陳建生 楊旭波 楊經緯 蔡躍進
李少雄 韓祥真

榮 譽 顧 問 張肖鷹 王小靈 林大輝 李慧琼 梁志祥 陳克勤 姚思榮 陳恒鑌 柯創盛
葛珮帆 王國興 周浩鼎 郭偉強 何君堯 方 平 黃錦輝 謝詩賢 梁麗榮
孫 楠

名 譽 顧 問 葉傲冬 陳捷貴 羅競成 馬軼超 陳財喜 洪錦鉉 李世隆 梁明堅 鄧鎔耀
袁敏兒 郭芙蓉 黎偉雄 鄧卓然 鄭泳舜 歐陽均諾 顏汶羽 楊家安 甄韋喬
楊賢展 林國光 陳木和 劉定安 陳 恒 胡偉明 張姚彬 林電雄 李威廉
李建和 陳華裕 陳煒國 陳德明 楊子鐵 楊 強 唐哲明 羅耀荃 林錫宏
陳文遠 胡熾昌 韋以建 鄭振華 周金鳳 關偉倫 王志強 王懷和

義務法律顧問 麥家榮 沈豪傑 張國昌 李寶榮 楊志江 林 峰
義務核數師 馮進佳

會 長 林少華
常務副會長 莊小誇 劉利堅 蔡傳健 李秉湧 王長利 蔡考群 侯順欽 林樹旭 陳展新

李利文 王德文 陳瑞群 林青汕 林創獲 林少東 莊陳石 莊偉匡 莊 重
莊其錚 張彬彬 劉春光 林炎城 林暉翔 林樂洪 林文偉 吳惠新 林錫欽
張遠靈 張燕雄 蔡佑達 黃少華 蔡更彬 林志鴻 陳宏華 李東龍 陳漢明
林東鴻 林少斌 林文斌 林佩榮 林卓茂 郭永聲 沈樂松 陳丙勝 林生亮
黃育鵬 楊少偉 謝昭輝 謝禮生 林亮輝 張國輝 莊元商 楊曉東 彭鶴鳴
林俊雄

副 會 長 侯佳璇 張雲鳳 林志雄 沈文傑 沈安傑 彭冠華 張雙有 李俊逸 李軍排
李創嶸 伍振瑋 吳建思 林少榮 林松茂 林炎松 林南陽 林庭貴 林培林
林紹宏 林達禮 林廣越 林樂春 林樹忠 林錫龍 王林輝 侯遠財 張小友
張展華 劉臣峰 許成堃 許樂城 郭偉權 陳創新 陳喬陽 楊武生 黃漢榮
黃樹堅 楊少波 楊永強 楊育欽 魏慧沈 楊俊盛 楊偉明 楊雁輝 葉偉傑
方海星 劉蕙冰 蔡志新 蔡銳兵 吳恒師 吳國鋒 劉達理 溫麗娟 林貞文
林海源 莊林度 莊 洲 林 東 張 健

秘 書 長 林青汕 (兼) 侯佳璇 (兼) 張 雁
執行秘書長 呂鏗鏘 (兼) 張雲鳳
常務副秘書長 (兼) 林炎城 林木宏 林海源
總 幹 事 張雲鳳
幹 事 林聞生 林紹宏 楊炳松 賀靖童
會長助理 (兼) 林志雄 陳偉賢
常 務 董 事 陳偉賢 郭志遠 鄭宗昇 陳永昌 吳詩義 葉碩軒 侯帥榮 韓蘭芳 胡文成

范浩鳴 高志棠 文慧賢 梁明堅 梁健聰 梁捷飛 梁智亮 梁智峯 郭少堅
李耀恩 郭家駒 丘味森 陳律霆 張凱傑 陳國忠 曾俊傑 程漢明 黃韋茪
黃家榮 黃偉倫 黃紹聰 林啟明 鄧國豐 胡瑋恩 佘維漢 羅文漢

董 事 胡智政 劉耀成 葉嘉麒 吳凱傑 李家浩 林國豪 姚偉興 方志雄 曹嘉華
楊俊興 吳一良 李家華

會會 董董 級級（排名不分先後）

深港揭西商會深港揭西商會

暨全體同仁 致 意

會 長：林少華

香港汕頭商會
會長：林鎮洪博士

常務副會長：孫志文 王文漢 陳燦標 林雪英
副 會 長：李志強 黃 琰 吳漢忠 陳少洪 陳基凱

林勵晴 卓少洪 馬僑生 許曉東 林河泉

暨全體同仁
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