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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各界人士及團體 聯合致意
( 排名不分先後 )

吳仕福 成漢強 王水生 江達可 麥顯坤 劉偉健 陳權軍 張溢良 李福康 温悅昌 凌文海 李家良 譚領律 陳博智 邱戊秀 莊元苳
區能發 簡兆祺 何民傑 陸平才 謝正楓 温啟明 邱玉麟 劉偉章 周賢明 温悅球 陳國旗 祁麗媚 吳志輝 麥國富 馬冠志 石佰有
方意德 關永樂 何樹娣 李亞嬌 黃信明 黃譽文 蕭子凱 陳吉文 黃哲銘 徐偉明 黃建華 徐月平 吳觀發 鍾觀英 羅叔清 梁燕平
林偉強 李誠慶 李少彬 劉克溪 張土勝 劉 球 張觀容 袁土星 蘇國興 劉偉權 劉石松 溫 強 劉錦麟 張丁嬌 石是明 宋英奇
張水養 潘就福 劉玉棠 江世英 丘玉群 丘玉遠 劉樹添 謝玉興 袁暑有 曾漢平 曾偉良 劉方良 梁少梅 劉天生 陳 悅 駱秀明
余麗紅 劉玉華 劉貴泉 鍾天生 鍾觀生 林廣賢 何少安 江國雄 叶 莉 王永賢 王哲希 劉錦波 李大家 王庚有 黃華東 湛錦生
李金娣 鄭景文 黃福凌 陳繼洪 譚惠根 袁 基 王昌耀 何偉雄 王頌明 孔水榮 劉京科 蘇志華 王重光 夏理達 劉逸熙 張兆賢
袁火根 吳沃群 劉王清 劉觀球 俞美儀 李天福 郭 蔣 羅耀和 鄧文輝 黃瑞容 李錫容 成松光 羅錦波 張志強 李觀娣 馬義實
李德明 萬文勝 李智威 鄭錦文 馬志恆 練國飛 劉錦權 馬木根 袁金雲 韋淑賢 邱 全 駱秋榮 李桂蘭 韋福培 羅有妹 吳惠東
馬慶豐 彭復新 蕭啟明 黎志好 譚沛圓 劉水生 劉建光 李福洪 周滿堂 邱達才 馬水勝 吳九弟 鍾富錦 謝惠鳳 劉玉靈 馬逢歡
朱立強 鍾萬華 林小英 邵潤珠 古彩雲 陳潤華 賴金喜 蔣超偉 李敬忠 余志淳 周木盛 麥 燦 吳軒宏 鄺宇坤 郭嘉妮 黃金勝
張天送 魏志偉 譚景華 陳曉園 張 齡 邱錫琪 邱錫秋 曾家求 駱水生 梁小玲 李國華 張溢中 郭有進 郭初三 馬陞龍 馬細金
馬容金 馬和康 石華有 石祥有 石 娣 石貴華 石悅彩 鄭帶有 周佩全 鄭明敬 吳貴金 吳北喜 吳志偉 吳超揚 蘇發和 盧 飛
吳志強 石少輝 鄭玉龍 冼 全 冼文漢 張炳超 張金有 張志光 張志平 張北華 張蓮清 蘇德平 蘇發勝 鄭志輝 鄭喜全 鄭偉良
黃志成 何金鳳 何金華 馬譚保 馬金福 馬建熙 石基業 陳文海 陳 波 梁貴喜 盧長有 馮錦明 方福來 石堅華 温百鳳 張鎮鎮海
李仁安 黃觀文 盧忠耀 黃耀榮 鍾鏡華 劉福平 劉仲屏 蕭聯生 彭賜強 劉國昌 高樹根 劉超華 陳廣輝 梁連生 丘天保 成振仁
許漢雲 鄒吉添 鍾健豪 温超玄 梁偉雄 洪天送 林德強 劉偉忠 劉啟康 劉運明 曾慶明 劉帝明 俞玉明 成向文 阮少昌 梁文輝
李拾璋 陳吉祥 劉玉平 黃 長 鍾連喜 鍾順龍 陳培根 林 根 葉栢林 成權峰 劉子雲 張錫金 邱永聰 成敬倫 薜錦芬 張錦泉
布 水 邱國璋 邱誠意 丘兆航 温玉生 温超文 劉錦棠 劉敏財 趙耀文 陳碧芳 駱育青 黃志安 成耀邦 成子堯 成鏡煌 劉金洪
成裕康 成石強 梁鳳玲 周君柱 盧蔭強 邱觀錦 曾 宏

萬宜漁村互助委員會 大腦曾日發祖 大藍湖村 山寮村 北圍村 北港村
北港坳村 白沙灣村 禾寮村 早禾坑村 沙下村 沙角尾村
南山村 界咸村 茅坪新村 莫遮輋村 劉七盛堂 滘西新村
窩美村公所 蠔涌村公所 鐵鉗坑村 石坑村 大埗仔村 斬竹灣村
黃宜洲村 萬宜灣村 西貢三門仔 隔坑墩村 坪墩村 慶徑石村公所
白腊村振興堂 北潭涌六鄉鄉公所 滘西村值理會 官門漁村 孟公屋村村務委員會 田下灣村村公所
魷魚灣村村公所 相思灣村村務委員會 大埔仔村村公所 大坑口村村務委員會 上洋村村務委員會 上洋村五福堂

西貢區鄉事委員會 坑口鄉事委員會 西貢街坊會 西貢區體育會 西貢區飲食業協會 西貢遊艇協會
西貢商會 西貢區潮州同鄉會 糧船灣天后宮值值理會 西貢萬宜灣村文娛康樂中心 西貢萬宜灣村合意堂花炮會 布袋澳村村務委員會
布袋澳村海鮮島魚港 全記海鮮酒家 洪記海鮮酒樓 西貢對面海居民協會 香港遊樂船會 夢想基金會
新界社團聯會西貢地區委員會 香港工商總會西貢分會 西貢區漁民聯會 西貢將軍澳婦女會 西貢健民醒獅體育會 西貢拾鄉協會
西貢文娛康樂促進會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西貢分會 香港神慈秀明會 勝記海鮮酒家 六福菜館 和興地產
陽光物業 西貢文化中心 和記餐廳小廚 西貢（1，2號）專線小巴有限公司 添比建設規劃事務所 滿記甜品
易淘投資有限公司 德高寵物渡假村有限公司 勤記果菜 華材有限公司 成豐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 花朝軒
CindyK fashion & Tailor Ltd 基督教教得生團契（生命培訓基地） 志鵬吊機重運工程有限公司 嘉安石礦有限公司 布袋澳發記海鮮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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