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全體仝人致意

永遠名譽會長

會 長

立 法 會 代 表

副 會 長

名 譽 會 長

常 務 會 董

會 董

名 譽 會 董

：倪少傑 梁欽榮 陳永棋 楊孫西 洪克協 尹德勝 黃友嘉 施榮懷

：李秀恒

：吳永嘉

：陳淑玲 吳永嘉 徐炳光 楊志雄 徐晉暉 吳清煥 吳宏斌 史立德 戴澤良

：周忠繼 黃保欣 包陪慶 周亦卿 林輝實 盧文端 丁午壽 黃宜弘 蔡衍濤 周潤賞 羅志雄
蔡德河 呂明華 蔡宏豪 羅富昌 倪錦輝 冼漢鑌 曾金城 李漢忠 林大輝 顏吳餘英 鄭正訓

：盧金榮 黃家和 余立明 沈運龍 劉文煒 司徒健 鄧 燾 劉健華 李嘉音 楊華勇 胡詠琚
蔡志婷 陳國民 李世傑 唐宏洲 李嘉惠 黎其方 方 平 盧毓琳 李慧芬 黃 震 葉志光
尹德輝

：莊家彬 馬介欽 劉相尚 蔡龍威 羅永邦 初維民 吳榮治 關溢康 彭顯璋 駱志鴻 馬偉武
孫榮良 周維正 王樂得 梁啟啟洲 杜振源 鍾國斌 李惠中 周紹榮 張海鵬 羅永順 余德明
陳鴻基 吳國安 林 潞 陳偉文 張呈峰 吳為棉 張壽文 施榮恒 羅台秦 吳長勝 梁兆賢
麥 雄 雷振範 黃詩岸 鄧錦添 王象志 劉漢華 丘偉基 林凱章 林介明 鄭文彪 陳耀雄
白富鴻 馮 彥 王曼源 陳曉暉 郭振華 李沛權 何偉權 葉傑全 符策雄 吳懿容 丁兆君
馮國言 李國明 陳家偉 顏明潤 洪明基 查毅超 錢耀棠 許章榮 梁偉浩 駱百強 趙振邦
賴偉星

：何柱國 徐秀夫 陳小玲 蔣麗芸 霍震霆 林健鋒 黃允炤 魯廣雄 孫啟啟烈 曹金霖 黃慶苗
李雨川 林松錫 林樹哲 岑永生 李宗德 梅應春 蔡少森 周偉偉 譚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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