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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

致 意 （排名不分先後）

榮 譽 職 位榮 譽 職 位
創會會長創會會長：：李耀新李耀新
名譽主席名譽主席：：王少成 李細燕王少成 李細燕

理 事 會理 事 會
主 席主 席：：李毅立李毅立
副 主副 主 席席：：吳亮星 易志明 姚思榮 朱永耀 范家輝 陳健文 謝湧海 洪小蓮 馮國佑吳亮星 易志明 姚思榮 朱永耀 范家輝 陳健文 謝湧海 洪小蓮 馮國佑
秘 書秘 書 長長：：沈 華沈 華
司 庫司 庫：：陳鳳翔陳鳳翔
常 委常 委：：何志盛 袁妙齡 馬煜文 張寬年 陳沛良 陳振英 陳國盛 勞玉儀 程婉雯 程傳閣 楊志宏 閻 峰 譚岳衡何志盛 袁妙齡 馬煜文 張寬年 陳沛良 陳振英 陳國盛 勞玉儀 程婉雯 程傳閣 楊志宏 閻 峰 譚岳衡
理 事理 事：：文思怡 王國安 史理生 石 柱 李佐雄 李冠群 范啟鏞 張謙華 張 鵬 梁文傑 陳日嵐 陳建豐 陳致偉文思怡 王國安 史理生 石 柱 李佐雄 李冠群 范啟鏞 張謙華 張 鵬 梁文傑 陳日嵐 陳建豐 陳致偉

陳家樂 曾耀民 馮煒能 楊培林 楊 棟 葉海京 潘偉駿 繆英源 謝淦廷 鍾慧敏 譚光舜陳家樂 曾耀民 馮煒能 楊培林 楊 棟 葉海京 潘偉駿 繆英源 謝淦廷 鍾慧敏 譚光舜
選 委選 委：：

會 員：
元立行 孔令成 孔慶暉 方智輝 王少成 王文潔 王玉清 王向燊 王成彥 王 余 王志強 王俊文 王勇鵬 王美倫 王恭浩 王健翼 王德國 丘俊良
古育芬 史 健 左 玫 石初升 伍永亨 伍志濤 伍尚宗 伍尚修 伍國賢 伍穎梅 江 虹 艾秉禮 何立基 何沛聰 何家渭 何達文 余麗靜 吳中原
吳丹紅 吳 彤 吳肖梅 吳長勝 吳偉利 吳偉毅 吳植森 吳 然 吳熹安 吳錦鴻 吳繼龍 吳懿容 呂志宏 呂慧瑜 呂鴻極 宋 冰 宋榮耀 李子楓
李 山 李文峰 李佩珊 李金錚 李俊輝 李冠達 李相健 李紅紅 李美群 李家輝 李健民 李國超 李惟宏 李細燕 李博恩 李堤基 李堤業 李愛平
李聖基 李榮傑 李滿能 李慧貞 李 磊 李鋈發 李穎妤 李鎮錦 李耀軍 李耀榮 杜式文 杜勁松 沈朝生 辛仲墶 辛聰金 邢 韜 阮建中 阮偉東
阮德添 冼佩芳 冼健岷 冼健航 周芊汝 周俊連 周鳳儀 周 融 周耀明 易志明 林玉梅 林向紅 林至穎 林佑武 林和忠 林治平 林海利 林國輝
林智祥 林瑞華 林嘉偉 林 暾 林燕勝 林鎮洪 祁海英 邱毓敏 邵永官 金澤培 姚柏良 姚偉舜 姚嘉仁 姜作工 姜錫祥 施勇儀 柯天德 洪偉文
胡兆英 胡建名 胡建榮 胡家安 胡國良 胡章宏 范佐浩 范秋華 范展昕 倪德順 唐子恩 唐玉玲 唐偉邦 孫建崗 徐志偉 徐紹基 徐潤培 徐聯安
桂秋園 翁狄燊 翁海穎 袁志偉 袁景森 馬大炘 馬惟善 馬陳志 馬琳琳 馬學銘 高小文 高敏瑤 高繼維 張少華 張立基 張立棋 張存良 張江亭
張宏業 張為國 張偉文 張瑞芳 張鳳婷 張嘉琦 張嘉裕 張嘉慧 張綺媚 張德貴 張衛中 張樹槐 梁可怡 梁志偉 梁志新 梁志群 梁秀芬 梁盈鈞
梁偉傑 梁淑蘭 梁港蘭 梁傲文 梁煥榮 梁嘉麗 梁耀霖 莊偉茵 莫翠明 莫德明 許小哲 許文俊 許有榮 許金桂 許照中 許劍文 許寶月 郭志成
郭志榮 郭偉良 郭傑慧 郭超君 郭綠明 陳 杰 陳本民 陳立德 陳志剛 陳志峰 陳志華 陳杏體 陳秀荷 陳 怡 陳松盛 陳俊榮 陳冠明 陳建中
陳玲娜 陳家欣 陳偉強 陳國彬 陳國源 陳淑芳 陳 爽 陳陸安 陳詠雅 陳詠鈴 陳維忠 陳銘源 陳銘潤 陳學航 陳 靜 陳應國 陳 韜 陳耀揚
陳耀輝 陸庭龍 陸 茵 陸景生 陸達明 麥錦泉 彭 華 曾建明 曾傲嫣 辜信傑 馮孝忠 黃子遜 黃少華 黃火欽 黃立仁 黃仲文 黃欣琪 黃思遠
黃柏青 黃浩翔 黃健夫 黃國添 黃 強 黃紹雄 黃貴泉 黃愛明 黃愛玲 黃筠雅 黃澤雁 黃燕儀 黃錦均 黃 靜 黃耀傑 楊永東 楊田田 楊成和
楊志宏 楊其福 楊明德 楊東發 楊海山 楊國章 楊梵城 楊智亮 楊 靜 溫文蕙 葉文莉 葉志榮 葉定國 葉建剛 葉家德 葉漢德 葉錦強 詹偉基
廖宏傑 廖坤城 廖雄豪 廖鐡鐡城 甄灼寧 趙 珺 劉 虹 劉天成 劉 卉 劉孝超 劉志勇 劉佩玲 劉忠霆 劉冠業 劉洪泉 劉紅進 劉 崧 劉敏聰
劉麗坤 潘偉雄 潘偉業 潘榮輝 潘翠娥 蔡 亮 蔡嘉康 鄧子平 鄧予立 鄧家駒 鄧 雲 鄧聲興 鄭民昌 鄭永生 鄭育淳 鄭健偉 鄭國基 鄭發丁
鄭樹奇 黎俊陽 黎慧霞 盧致維 盧偉浩 蕭雲昇 賴永明 賴彥宗 賴楚惠 鮑健偉 戴志強 謝志堅 謝明輝 謝 添 謝曉東 鍾國興 鍾慧儀 韓 風
韓凱州 簡浩賢 藍國倫 藍章華 豐 羽 鄺永祥 魏華克 羅永年 羅忠慧 羅家熊 羅敏兒 羅清源 羅曦訊 譚仲豪 關振瀚 龐卓斌 藺常念 蘇子楊
蘇景梅 蘇楊青 蘇曉鵬

呂慧瑜 酒店界
姚柏良 港九各區議會
朱永耀 保險界
許金桂 保險界
潘榮輝 保險界
陳沛良 保險界
辜信傑 保險界
黃貴泉 保險界

謝湧海 金融服務界
閻 峰 金融服務界
李佐雄 金融服務界
陳銘潤 金融服務界
李細燕 金融服務界
馮煒能 金融服務界
李耀新 金融服務界
李惟宏 金融服務界

張為國 金融服務界
梁志群 旅遊界
徐王美倫 旅遊界
譚光舜 旅遊界
吳熹安 旅遊界
馬煜文 旅遊界
沈朝生 旅遊界
梁耀霖 旅遊界

陳國盛 航運交通界
賴永明 航運交通界
方智輝 航運交通界
李博恩 航運交通界
何立基 航運交通界
陳鳳翔 金融界
馬陳志 金融界
李毅立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辛聰金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蘇曉鵬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劉 崧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黃火欽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楊 靜 進出口界
何志盛 工業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