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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排名不分先後）

永遠榮譽會長：歐陽成潮 BBS 孫啟昌 SBS, BBS, MH, JP 黎葉寶萍 BBS, MH, JP 陳延邦爵士MH 貝鈞奇 SBS,BBS, MH 莊創業 BBS,JP

主 席：吳國榮
副 主 席：王文漢博士 孫日孝 劉珮珊 林靄嫻 張建良 王嘉恩博士MH 吳瑞偉 陳宇澤 陳偉強 夏振揚 黃浩昇
秘 書 長：王 猛
副 秘 書 長：程莉元 蘇綺雯 李幗喜 阮筱冰
總務部主任：劉潮賢 總務部副主任：何帶勝 葉 明
財務部主任：盧天送MH 財務部副主任：楊 東 周偉雄
會員部主任：李欽聖 會員部副主任：李樹芬 徐沛雄
福利部主任：呂漢輝 福利部副主任：方攀釗 鄭文德
宣教部主任：李佩儀 宣教部副主任：李流錫 何德全
康樂部主任：蒲鳳屏MH 康樂部副主任：鄧小梅 葉嘉豪
公關部主任：周錦威博士MH 公關部副主任：黎智成 鄭偉傑
婦女部主任：朱少麗 婦女部副主任：彭錫為 黃藹妍
青年部主任：孫名徽 青年部副主任：孫文瀚 施逸智
執 行 委 員：王錦成 田嘉麗 呂智偉 何淑雲MH 容北添 陳永康 黃藹瑩 葉健強

詹嘉雯 楊秀蘭 楊潤色 謝錦榮 羅少雄MH 羅偉青博士 關世豪

致 意

周光召基金會

致意

會 長：釋智慧
副 會 長：釋紹根 黎時煖 林漢強
執 行 副 會 長：釋道平 釋寬運 釋宏明
執行副會長兼司庫：何德心 秘 書 長：釋演慈 總 務 主 任：釋衍空
副 秘 書 長：林志達 副總務主任：釋妙光 副 司 庫：崔常祥
常 務 董 事：釋果德 釋妙慧 楊 釗 李家祥
董 事：釋融靈 釋智鴻 釋提輪 釋智德 釋廣琳 釋圓慧 釋妙慈

釋瑞洪 釋修岸 釋果慧 釋悟藏 釋慧榮 林漢環 莊學山
馬清煜 楊駿業 梁果興 梁衛珍 余潔冰 溫綺玲 溫果和
胡韻琴 張梅桂 張慧燊 邱惠南 林詩欣 張淑芬

香港普門寺、
香港報國寺

西方寺、
觀音講堂

香港觀宗寺

香港佛教聯合會

寶蓮禪寺

寶蓮禪寺
西方寺、

香港觀宗寺協辦

香港觀宗寺、
香海正覺蓮社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香港普門寺、香港報國寺老友記之家千佛齋宴

慶回歸二十周年
佛教漢傳、南傳、藏傳三大語系交流論壇

萬佛法會

香港佛教界
慶祝佛曆2561佛誕節
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吉祥大會
幼小 「童」心賀回歸20周年大匯演

香港回歸20周年
暨天壇大佛開光25周年祈福大法會

一帶一路上南北傳佛教研討會

佛教界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
正行覺念嘉年華

農曆二月至農曆八月

2017年2月26日

2017年3月29日至4月18日

2017年4月21日至5月6日
（包括十四分區及紅館活動）

2017年5月20日

2017年6月29日

2017年6月29至30日

2017年9月23日

查詢：2477 3112

已舉行

已舉行

已舉行

已舉行

已舉行

已舉行

查詢：2572 2662

佛教界慶祝回歸二十周年部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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