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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湯偉奇 博士 SBS MH
主 席：陳國超 博士 BBS MH 太平紳士
副主席：鄧錦雄 博士 MH 趙耀年 MH 湯修齊 MH 太平紳士
董 事：張梅桂 陳承邦

暨全體仝寅致意

致 意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
第十二屆會董會架構

會 長：楊萬里
常務副會長：李純鶴 吳永恩 邱松慶 唐躍峰 葉榮鉅 周超常 夏中建 伍海山 曾 鵬 羅清平
副 會 長：文志華 呂天增 李俊文 李國明 李豐年 林炳勳 林振風 唐大威 張伯勳 張詩培 梁家強 陳永豪 陳德泰 傅偉宗 曾耀棠 楊鴻耀 葉松齡 熊戈兵 趙華娟 黎惠權 盧耀培 霍建康 謝文賢 關穎斌
秘 書 長：呂鴻賓
副 秘 書 長：李永輝 林敏瑜 劉俊東
司 庫：伍啟啟陽 副司庫：陳樹華 霍熙元 韓耀明
會員部主任：林耀文 副主任：袁照興 梁華偉 趙錦深
青年部主任：張詩培（兼） 副主任：石家杰 李宏豐 郭 俊
婦女部主任：區艷龍 副主任：彭嘉儀 楊 綺 溫鳳芳
康體部主任：劉揚勳 副主任：王孟展 陳志勤 蔡敬和
社會事務部主任：徐景勝 副主任：李振良 李偉強 湯柏健
常 董 芳 名：李應生 黎達生 林乾禮 林雪英 林懷榮 邱瑞芬 鍾 坤 鍾孟齊 戴鴻瑜 夏德建
會 董 芳 名：陳特楚 林赤有 李 歡 林栢昌 魏偉明 李銘深 金文傑 伍寶和 唐 林 黃國定 趙曙光 梁仲權 汪建生 唐偉源 吳榮春 周鳳琼 許溪水 王匡正 吳寶琦 蘇賜福 陳耀強 田麗卿 劉羽杰 蔡澤民

魏 榮 吳栢明 許李佩英 伍國熙 丁柏希 尹洪輝

中西區發展動力 通善壇 坊眾社會服務中心 西環街坊福利會 西區業主聯誼總會 半山社區事務促進會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西營盤街坊福利會
香港中藥聯商會有限公司 工聯會中西區、灣仔地區服務處 西區大廈業主聯合會 中西區青匯展愛 中區街坊福利會 香港南北藥材行以義堂商會 華泰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區大廈業主聯會
同心網絡 摩星嶺街坊福利會 香港中醫藥業聯合會 香江聚賢 珠江船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汕頭商會 香港參茸藥材寶壽堂商會 漢華中學校友會
海外入口果菜商會 招商局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港九果菜行工商總會 西區持牌小販聯誼會 漢華中學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中西區分會中外蔬菜業批發商會
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 香港至德總會 招商局倉碼運輸有限公司 南北行公所 西環盂蘭勝會 香港海味雜貨商會有限公司 生記棧有限公司 香港佛山工商聯會
正荊社 海產土產雜貨職工會 香港東莞工商總會 純陽仙洞有限公司 香港福州亭江聯誼會總會 東寶體育會有限公司 寶石事務促進會 香港南安公會有限公司
香港通濟商會 軍事遺蹟保育團有限公司 華夏大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華光旅行社

福利部主任：譚妙芬 副主任：林麗儀 張榕根 陳向陽
總務部主任：馮家添 副主任：吳美蘭 唐可華 夏輝建
公關部主任：劉尉欣 副主任：陳慧鈞 陳國光 劉松新
出版部主任：梁松波 副主任：胡偉雄 陳 華 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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