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友好協進會架構
（2018年5月10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榮譽贊助人：董建華 梁振英
永遠榮譽會長：陳永棋 戴德豐

主 席 團
常 務 主 席：余國春 唐英年 譚耀宗
主 席：傅育寧 李澤鉅 李家傑 劉長樂 胡定旭 吳良好 譚錦球 林建岳 蔡冠深 許榮茂 林淑儀 陳馮富珍 何柱國 周安達源

許家印 馬逢國 盧瑞安 黃玉山 霍震寰

顧 問 團
黃乾亨 林貝聿嘉 梁愛詩 郭炳湘 楊孫西 袁 武 吳光正 范徐麗泰 劉漢銓 伍淑清 鄭家純 洪祖杭 林樹哲 譚惠珠
施子清 張雲楓 李祖澤 李國章 盧文端

榮 譽 董 事
尹德川 方黃吉雯 王英偉 田北俊 伍淑清 朱蓮芬 吳光正 吳清輝 吳彭年 李秀恒 李宗德 李祖澤 李國強 李國章
李群華 周梁淑怡 林光如 林貝聿嘉 林樹哲 施子清 查懋聲 洪祖杭 胡葆琳 范徐麗泰 孫啟烈 袁 武 馬介璋 張閭蘅
梁偉浩 梁國貞 郭炳湘 陳有慶 陳金烈 黃光苗 黃周娟娟 黃宜弘 楊孫西 楊耀忠 趙曾學韞 劉敏儀 劉漢銓 蔡志明
蔣麗芸 鄭明明 鄭家純 盧文端 藍鴻震 羅范椒芬 羅康瑞 譚惠珠 蘇澤光

執 委 會
會 長：唐英年
副 會 長：李家傑 劉長樂 胡定旭 霍震寰 吳良好 譚錦球 林建岳 許榮茂 馬逢國 陳清霞
秘 書 長：譚錦球（兼） 司 庫：黃英豪
副 秘 書 長：盧瑞安 李文俊 張華峰 王䓪鳴 曾智明 朱鼎健 李君豪 陳紅天 王庭聰 楊紹信 趙利生
義務法律顧問：黃英豪（兼） 廖長江 義務核數師：羅思雲羅君美會計師事務所
總 幹 事：魯 夫

董 事 會 （2018年6月4日第二十八次週年會員大會通過）

孔令成 方文雄 王冬勝 王明凡 王庭聰 王國強 王䓪鳴 王惠貞 朱鼎健 江達可 何柱國 余國春 吳良好 呂耀東
李大壯 李子良 李文俊 李月華 李民斌 李君豪 李家傑 李國棟 李惠森 李賢義 李澤鉅 周永健 周春玲 林大輝
林建岳 林健鋒 林龍安 邱達昌 俞培俤 姚祖輝 姜在忠 施榮懷 胡定旭 胡經昌 胡曉明 胡劍江 唐英年 容永祺
涂輝龍 馬忠禮 馬浩文 馬逢國 高敬德 張泰超 張國榮 張華峰 曹其東 梁亮勝 梁錫光 莊紹綏 許榮茂 許漢忠
郭孔丞 郭炳聯 陳永棋 陳亨利 陳紅天 陳美寶 陳清霞 陸 海 曾智明 馮丹藜 黃友嘉 黃少康 黃玉山 黃志祥
黃英豪 黃敏利 黃華康 黃楚標 楊 勳 楊建文 楊紹信 廖長江 翟美卿 趙利生 劉長樂 劉陳小寶 蔡加讚 蔡冠深
鄧清河 鄧竟成 鄭翔玲 盧瑞安 霍震寰 龍子明 戴希立 戴德豐 鄺美雲 顏寶鈴 譚錦球 譚耀宗 嚴 彬 蘇長榮
龔俊龍

（按姓氏筆畫為序）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架構
（2018年6月4日第二十八次週年會員大會通過）

永遠榮譽主席：陳永棋 戴德豐

主 席 團
方 鏗 王再興 朱鼎健 朱蓮芬 何柱國 余國春 吳光正 吳惠權 呂耀東 李文俊 李家傑 李祖澤 李澤鉅 杜惠愷
林建岳 林廣兆 林樹哲 查懋聲 洪祖杭 范徐麗泰 徐湛滔 袁 武 馬介璋 張仁宇 張國榮 張華峰 梁亮勝 梁愛詩
許榮茂 許智明 郭炳湘 郭基煇 郭英成 陳永棋 陳卓林 陳紅天 陳經緯 陳寧寧 陳維端 陳曉穎 莊紫祥 曾智明
黃志祥 黃英豪 黃楚標 楊 釗 楊孫西 楊政龍 廖長江 翟美卿 蔡志明 蔡冠深 蔣麗芸 鄭家純 鄭翔玲 盧文端
盧瑞安 霍震寰 戴德豐 藍鴻震 譚錦球 譚耀宗

執 委 會
主 席：唐英年
常務副主席：譚錦球 林建岳 許榮茂 許家印 杜惠愷
副 主 席：郭炳湘 吳光正 李澤鉅 鄭家純 李家傑 黃志祥 洪祖杭 蔡冠深 蔡志明 方 鏗 呂耀東 李文俊 陳經緯 許智明

張國榮 吳惠權 王再興 鄭翔玲 朱鼎健 陳曉穎 陳卓林 楊政龍 翟美卿 郭基煇 陳寧寧 楊 釗 徐湛滔 陳紅天
張仁宇 莊紫祥 郭英成

秘 書 長：盧瑞安 司 庫：陳維端
義務法律顧問：黃英豪 廖長江 義務核數師：羅思雲羅君美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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