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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會董會率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會董會率238238個團體會員暨全體同仁個團體會員暨全體同仁 敬約敬約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第十一屆會董就職典禮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第十一屆會董就職典禮

首席榮譽贊助人：林鄭月娥 王志民
榮 譽 顧 問：黃保欣 楊孫西 洪祖杭 林樹哲 吳良好 周安達源 許榮茂 李群華 林廣兆

施子清 黃志祥 盧文端 盧溫勝 林銘森 陳金烈 李賢義 俞培俤
榮 譽 主 席：李群華 林廣兆 林樹哲 吳良好
永遠名譽主席：黃志祥 郭鶴年 許榮茂 洪祖杭 林樹哲 吳良好 柯君恆 張華峰 李群華

盧文端 駱志鴻 顏金煒 顏純烱 蘇千墅 姚加環 施懿庭 施良僑 陳守仁
王仁森 吳天賜 何作如 黃若虹 林文光 楊集文 邱季端 韓國龍 莊紹綏
施學順 施世築 施教明 蔡黃玲玲 莊舜而 張永珍 李國興 許明棋 顏寶鈴
李賢義 林懷宣 朱銘泉 宋忠官 俞培俤 吳換炎 陳榮助 林龍安 林定強
陳澤盛 陳進強 邱天生 吳健南 徐偉福 楊連嘉 陳成秀 黃朝陽 施榮怡
洪志剛 王亞南 蔡炯明 蔡樹榮 林長榮 林經緯 陳建民 韋梓輝 林文僑
白水清 林黎明 施清流 王育民 施展望 何萍萍 陳天堆 蔡國良 黃少波
邱威廉 黃志堅 吳士芳 莊金洲 黃煥明 莊家彬 林積燦 董吳玲玲 黃賽琴
林平基 林 潞 盧輝煌 張文光 王少華 陳亨利 徐志誠 郭加廸 新 穎
王金獅 康瑪水 林桂安 戴錦文 吳雅玲 胡國贊 洪天祝 佘德聰 林 美
許奇鋒 李桂真 蔡華談 林佑碧 蔡佳定 駱 鋼 許阿強 翁聲錦 林建勛
許明金 姚志勝 洪東群 林子峰 王庭聰 謝林翰 陳江坤 吳志斌 許文飛
邱允恭 施純民 洪頂超 徐凱祥 鄭天從 鍾保加 林光涵 林慶麟 翁國亮
王文質 吳祖梁 吳輝體 卓新榮 林尚鵬 林承恩 施清添 柯允君 涂雅雅
張志猛 莊滄桑 陳能榕 黃自強 黃衛東 劉鵬飛 鄭盾尼 蘇清棟 蘇慶燦
陳長偉 郭東澤 王 平 郭建平 施文義 黃永光 楊伯淦 葉建明 吳志龍
俞 錦 薛由釗 郭美孜 陳乃晶 林財火 林清雄 林榮新 周永偉 李聖潑
李 明 陳 宏 林 億 林雄申 梁智勇 林景臻 張翠玲 陳文彬 林秀娟
許純明 黃志賢 關文和 吳文典 顏麗園 吳龍圳 何 萍 施錦珊 薛梅琴
陳家泉 潘偉明 王孝茂 陳華升 施能獅 蔡建四 韓孝煌 俞 凱 施漢陽
吳仕斌

名 譽 主 席：朱 正 邱季端 李木理 施教明 洪建築 陳慶輝 董清世 鄭建山 黃玉山
陳進強 楊伯淦 顏金煒 黃肖青 董吳玲玲 陳亨利 李仲樹 葉益強 林英達
郭二澈 顏純烱 林明海 林忠豪 蔡世傳 林平基 施能獅 林懷宣 吳為貢
楊華陽 黃楚恒 王庭聰 王少華 許明金 林民盾 江孝燈 姚加環 楊集文
韓國龍

永遠名譽會董：陳澤源 王清海 楊志明 胡總旗 李建超 黃書法 黃振昌 戴明瑞 吳良資
陳漢才

顧 問：王英偉 王䓪鳴 朱景輝 何世柱 李 揚 施展熊 施祥鵬 洪敬南 梁欽榮
莊友松 莊啟程 陳清泉 陳澤盛 曾文仲 黃宜弘 黃紫玉 楊東成 薛鳳旋
孫明揚 柯清輝 梁高美懿 林天福 蔡素玉 許曉暉 鄭 禕 蔡國雄 陳玉書
林廣明 黃建源 蔡瑩璧 白韞六 洪祖星 陳克勤

榮 譽 會 董：施教煥 施學概 唐良賢 黃達群 鄭 重 許經流 陳勇生 蔡淑好 吳凱庭
林貢欽 胡士寅 高 峰 許昭暉 郭文義 陳仲昇 陳通貴 游振超 黃家榮
黃雄飛 韓克明 顏才績 羅寶珠 陳瑞添 王春新 王啟水 王萬材 何一心
吳力光 吳文拱 吳良民 吳良資 吳培輝 吳連烽 杜玉鳳 沈墨同 周娟娟
林紹奮 姜玉堆 施訓敏 柯少奇 洪清溪 胡國星 張俊達 梁仲權 莊哲猛
陳伯安 陳志强 陳梽峰 陳發康 陳學航 黃可欽 黃志忠 黃紹雄 黃惠山
黃紫虹 楊佰成 楊達佶 楊磊明 雷德鴻 劉陳立 鄭亞鵬 盧錦欽 駱大川
鍾志孟 丁水波 王 英 王文炳 王國標 王皓陽 佘明釗 吳泉水 吳健宏
吳錦旗 李綺華 宋佳怡 卓金鵬 周長坑 林 烯 林志凡 林華國 林錦雯
姚明摺 施文裕 施振忠 施振銜 施能熊 施榮鋒 施連燈 施養善 施議錨
洪文堤 洪清宜 洪鴻江 倪法昇 唐德清 孫少傑 孫禮賢 翁家輝 高芝安
張 華 張巧春 莊恩賜 莊振昌 莊淑卿 莊榮洲 莊澤鍇 許自強 許明旭
許聰海 郭金發 陳 堅 陳文棟 陳國強 陳崇藝 陳章明 陳雅輝 陳學幹
陳燕南 陳鏡秋 傅天雨 傅益清 湯長福 黃希賢 黃俐傑 黃挺光 黃曼霞
黃殖民 黃華強 黃劍明 黃毅輝 楊 棟 楊自然 楊炳川 葉宏濱 葉盛琳
趙華明 劉本全 潘維明 蔡良平 蔡英傑 蔡敏智 蔡紹遠 蔡藝華 鄭敦含
盧祖猛 盧象乾 顏乾成 羅 萍 羅興祥 嚴依明 蘇永安

董事會主席：吳換炎
董事會副主席：蘇千墅 柯達權 施榮忻 王明洋 陳聰聰 蔡 毅 丁良輝 施維雄 王大治

黃朝陽 王亞南 黃若虹 朱銘泉 劉與量 許奇鋒 施清流 駱志鴻 傅森林
劉達泉 黃友嘉 林龍安 陳榮旋 許寶月 佘德聰 蔡建四 鄭亞玲 黃自強
賴新達 鄭靜鈺 黃少玉 佘英傑 葉建明 林智彬 顏培增 藍建平 王育民
吳文侯 吳小玫 李 忠 李聖潑 林 潞 林佑碧 林志明 林雄申 林積燦
俞 凱 施若龍 施純民 施能獅 施漢陽 柯文華 洪定騰 洪為民 洪頂超
高小文 高玉鼎 張上頂 陳 昆 陳祖恆 陳曉津 陳懿秋 曾少春 黃永光
黃賽琴 楊華勇 葉培輝 蔡黃玲玲 盧金榮 韓孝煌 蘇建豐 蘇清棟

秘 書 長：施榮忻（兼）
常 務 會 董：丁江浩 丁良輝 于中灝 尤東升 尤長順 方文龍 方志忠 王 峰 王 華

王大治 王少成 王少華 王玉笛 王志鍾 王育民 王亞南 王明洋 王金殿
王青平 王珮玲 王國英 王捷華 王欽賢 王經潑 石 凡 石 御 石 磊
朱 向 朱威澔 朱浴龍 朱銘泉 江全孚 何玉慧 何志堅 何萍萍 何銘峰
佘日源 佘明聰 佘英傑 佘德聰 余濟美 吳小玫 吳少白 吳少樑 吳文典
吳文侯 吳季仲 吳長勝 吳海明 吳祖梁 吳祝支 吳清煥 吳換炎 吳雅玲
吳寧寧 吳懿容 呂 堅 呂曉東 李 宏 李 忠 李 偉 李子樹 李少林
李少榕 李木理 李仲樹 李和協 李泗岳 李重振 李根泰 李健英 李國耀
李聖潑 李碧蔥 沈綠娜 卓大偉 卓育生 周燕清 林 彬 林 琦 林 琳
林 潞 林千翔 林大湑 林天意 林心廉 林世鋼 林永佳 林玉葉 林宇鵬
林亨利 林佑碧 林志明 林志龍 林官貴 林忠傑 林忠豪 林明強 林津玲
林玲玲 林秋宏 林述光 林振陽 林素花 林婉濱 林祥華 林紹雄 林智彬
林智權 林發耿 林雄申 林榮銅 林榮鋒 林德成 林積燦 林龍安 林懷中
林懷榮 林鵬耀 林麗華 林繼陽 邱文藝 邱季端 邱偉隆 金 玲 俞 凱
俞 麗 施文誕 施世倫 施巧玲 施作漙 施佳汶 施若龍 施純民 施能獅
施教益 施教斌 施清流 施祥智 施連升 施琼芽 施榮忻 施漢陽 施維雄
施錦山 柯文華 柯明財 柯孫培 柯達權 洪定騰 洪東生 洪金火 洪奕程
洪為民 洪重慶 洪連杉 洪頂超 洪錦鉉 韋梓輝 凌友詩 凌俊傑 徐海山
徐曉鶯 徐麗萍 涂雅雅 翁惠芳 翁雅玲 高小文 高玉鼎 高黎雄 商建光
張上頂 張亞香 張琪騰 張雅鈞 張雙慶 張鐵岩 莊子雄 莊元苳 莊舜而
莊陽輝 許小哲 許文偉 許志群 許其昌 許奇有 許奇鋒 許清安 許清泰
許凱迪 許維雄 許寶月 郭亨耀 郭廷英 郭志明 郭芙蓉 郭國耀 郭康平
郭綠明 陳 昆 陳 勇 陳 健 陳仁興 陳元壽 陳少業 陳亨利 陳志烽
陳志煒 陳治林 陳金烈 陳金鈎 陳金霖 陳建鴻 陳思暐 陳炳琪 陳恩永
陳祖恆 陳能松 陳博智 陳榮助 陳榮旋 陳禎祥 陳銘潤 陳曉津 陳錦梅
陳聰聰 陳麗華 陳懿秋 傅森林 彭仁亮 曾 琦 曾少春 曾星盛 曾淑芳
曾淵滄 曾憲超 游立仁 黃 聿 黃 峰 黃 愷 黃友嘉 黃少玉 黃永光
黃永龍 黃永耀 黃冰芬 黃自強 黃長猷 黃長樂 黃建利 黃建彬 黃祉穎
黃若青 黃若紅 黃若虹 黃哲宇 黃凱籃 黃朝陽 黃龍騰 黃賽琴 黃雙仕
黃瓊靜 新 穎 楊乃平 楊小龍 楊永東 楊淑媛 楊華勇 楊榮春 楊傑雄
楊毅融 楊鴻耀 萬碧蓮 葉建明 葉振強 葉培輝 葉華雄 董品春 雷有彬
雷有得 廖宜春 蓋英姿 趙汝渠 趙華娟 趙興源 劉正慶 劉自強 劉西目
劉官政 劉祖繁 劉凱榮 劉達泉 劉與量 劉德豐 劉賢賢 潘景生 蔡 毅
蔡世傳 蔡承偉 蔡建四 蔡紹為 蔡黃玲玲 蔡瑞義 蔡榮展 蔡銘博 蔡曜陽
鄭 敏 鄭 臨 鄭文紅 鄭成才 鄭志強 鄭亞玲 鄭重科 鄭強峰 鄭琴淵
鄭靜鈺 盧金榮 盧清松 賴映紅 賴新達 駱百強 駱志平 駱志鴻 薛立榕
謝小玲 謝燕川 鍾良生 韓孝煌 藍建平 顏家謨 顏培增 顏肇臻 顏禧強
顏麗園 顏寶雲 顏寶鈴 羅清平 羅清源 蘇千墅 蘇建清 蘇建豐 蘇清棟
蘇焯錦 蘇進展 饒朝暉

常務副秘書長：周珊珊（總幹事） 劉與量
副 秘 書 長：王玉笛 何玉慧 吳寧寧 呂曉東 李子樹 李重振 林永佳 林祥華 金 玲

施文誕 施祥智 凌俊傑 許小哲 許凱迪 陳 健 陳麗華 葉振強 鄭重科

謹定於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晚上7時，假座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三
樓大會堂，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暨本會第十
一屆會董就職典禮

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
福建省委書記 于偉國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先生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 謝 鋒先生
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吳國華女士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 鄭國躍大校

恭請 蒞臨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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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明金 姚志勝 洪東群 林子峰 王庭聰 謝林翰 陳江坤 吳志斌 許文飛
邱允恭 施純民 洪頂超 徐凱祥 鄭天從 鍾保加 林光涵 林慶麟 翁國亮
王文質 吳祖梁 吳輝體 卓新榮 林尚鵬 林承恩 施清添 柯允君 涂雅雅
張志猛 莊滄桑 陳能榕 黃自強 黃衛東 劉鵬飛 鄭盾尼 蘇清棟 蘇慶燦
陳長偉 郭東澤 王 平 郭建平 施文義 黃永光 楊伯淦 葉建明 吳志龍
俞 錦 薛由釗 郭美孜 陳乃晶 林財火 林清雄 林榮新 周永偉 李聖潑
李 明 陳 宏 林 億 林雄申 梁智勇 林景臻 張翠玲 陳文彬 林秀娟
許純明 黃志賢 關文和 吳文典 顏麗園 吳龍圳 何 萍 施錦珊 薛梅琴
陳家泉 潘偉明 王孝茂 陳華升 施能獅 蔡建四 韓孝煌 俞 凱 施漢陽
吳仕斌

名 譽 主 席：朱 正 邱季端 李木理 施教明 洪建築 陳慶輝 董清世 鄭建山 黃玉山
陳進強 楊伯淦 顏金煒 黃肖青 董吳玲玲 陳亨利 李仲樹 葉益強 林英達
郭二澈 顏純烱 林明海 林忠豪 蔡世傳 林平基 施能獅 林懷宣 吳為貢
楊華陽 黃楚恒 王庭聰 王少華 許明金 林民盾 江孝燈 姚加環 楊集文
韓國龍

永遠名譽會董：陳澤源 王清海 楊志明 胡總旗 李建超 黃書法 黃振昌 戴明瑞 吳良資
陳漢才

顧 問：王英偉 王䓪鳴 朱景輝 何世柱 李 揚 施展熊 施祥鵬 洪敬南 梁欽榮
莊友松 莊啟程 陳清泉 陳澤盛 曾文仲 黃宜弘 黃紫玉 楊東成 薛鳳旋
孫明揚 柯清輝 梁高美懿 林天福 蔡素玉 許曉暉 鄭 禕 蔡國雄 陳玉書
林廣明 黃建源 蔡瑩璧 白韞六 洪祖星 陳克勤

榮 譽 會 董：施教煥 施學概 唐良賢 黃達群 鄭 重 許經流 陳勇生 蔡淑好 吳凱庭
林貢欽 胡士寅 高 峰 許昭暉 郭文義 陳仲昇 陳通貴 游振超 黃家榮
黃雄飛 韓克明 顏才績 羅寶珠 陳瑞添 王春新 王啟水 王萬材 何一心
吳力光 吳文拱 吳良民 吳良資 吳培輝 吳連烽 杜玉鳳 沈墨同 周娟娟
林紹奮 姜玉堆 施訓敏 柯少奇 洪清溪 胡國星 張俊達 梁仲權 莊哲猛
陳伯安 陳志强 陳梽峰 陳發康 陳學航 黃可欽 黃志忠 黃紹雄 黃惠山
黃紫虹 楊佰成 楊達佶 楊磊明 雷德鴻 劉陳立 鄭亞鵬 盧錦欽 駱大川
鍾志孟 丁水波 王 英 王文炳 王國標 王皓陽 佘明釗 吳泉水 吳健宏
吳錦旗 李綺華 宋佳怡 卓金鵬 周長坑 林 烯 林志凡 林華國 林錦雯
姚明摺 施文裕 施振忠 施振銜 施能熊 施榮鋒 施連燈 施養善 施議錨
洪文堤 洪清宜 洪鴻江 倪法昇 唐德清 孫少傑 孫禮賢 翁家輝 高芝安
張 華 張巧春 莊恩賜 莊振昌 莊淑卿 莊榮洲 莊澤鍇 許自強 許明旭
許聰海 郭金發 陳 堅 陳文棟 陳國強 陳崇藝 陳章明 陳雅輝 陳學幹
陳燕南 陳鏡秋 傅天雨 傅益清 湯長福 黃希賢 黃俐傑 黃挺光 黃曼霞
黃殖民 黃華強 黃劍明 黃毅輝 楊 棟 楊自然 楊炳川 葉宏濱 葉盛琳
趙華明 劉本全 潘維明 蔡良平 蔡英傑 蔡敏智 蔡紹遠 蔡藝華 鄭敦含
盧祖猛 盧象乾 顏乾成 羅 萍 羅興祥 嚴依明 蘇永安

董事會主席：吳換炎
董事會副主席：蘇千墅 柯達權 施榮忻 王明洋 陳聰聰 蔡 毅 丁良輝 施維雄 王大治

黃朝陽 王亞南 黃若虹 朱銘泉 劉與量 許奇鋒 施清流 駱志鴻 傅森林
劉達泉 黃友嘉 林龍安 陳榮旋 許寶月 佘德聰 蔡建四 鄭亞玲 黃自強
賴新達 鄭靜鈺 黃少玉 佘英傑 葉建明 林智彬 顏培增 藍建平 王育民
吳文侯 吳小玫 李 忠 李聖潑 林 潞 林佑碧 林志明 林雄申 林積燦
俞 凱 施若龍 施純民 施能獅 施漢陽 柯文華 洪定騰 洪為民 洪頂超
高小文 高玉鼎 張上頂 陳 昆 陳祖恆 陳曉津 陳懿秋 曾少春 黃永光
黃賽琴 楊華勇 葉培輝 蔡黃玲玲 盧金榮 韓孝煌 蘇建豐 蘇清棟

秘 書 長：施榮忻（兼）
常 務 會 董：丁江浩 丁良輝 于中灝 尤東升 尤長順 方文龍 方志忠 王 峰 王 華

王大治 王少成 王少華 王玉笛 王志鍾 王育民 王亞南 王明洋 王金殿
王青平 王珮玲 王國英 王捷華 王欽賢 王經潑 石 凡 石 御 石 磊
朱 向 朱威澔 朱浴龍 朱銘泉 江全孚 何玉慧 何志堅 何萍萍 何銘峰
佘日源 佘明聰 佘英傑 佘德聰 余濟美 吳小玫 吳少白 吳少樑 吳文典
吳文侯 吳季仲 吳長勝 吳海明 吳祖梁 吳祝支 吳清煥 吳換炎 吳雅玲
吳寧寧 吳懿容 呂 堅 呂曉東 李 宏 李 忠 李 偉 李子樹 李少林
李少榕 李木理 李仲樹 李和協 李泗岳 李重振 李根泰 李健英 李國耀
李聖潑 李碧蔥 沈綠娜 卓大偉 卓育生 周燕清 林 彬 林 琦 林 琳
林 潞 林千翔 林大湑 林天意 林心廉 林世鋼 林永佳 林玉葉 林宇鵬
林亨利 林佑碧 林志明 林志龍 林官貴 林忠傑 林忠豪 林明強 林津玲
林玲玲 林秋宏 林述光 林振陽 林素花 林婉濱 林祥華 林紹雄 林智彬
林智權 林發耿 林雄申 林榮銅 林榮鋒 林德成 林積燦 林龍安 林懷中
林懷榮 林鵬耀 林麗華 林繼陽 邱文藝 邱季端 邱偉隆 金 玲 俞 凱
俞 麗 施文誕 施世倫 施巧玲 施作漙 施佳汶 施若龍 施純民 施能獅
施教益 施教斌 施清流 施祥智 施連升 施琼芽 施榮忻 施漢陽 施維雄
施錦山 柯文華 柯明財 柯孫培 柯達權 洪定騰 洪東生 洪金火 洪奕程
洪為民 洪重慶 洪連杉 洪頂超 洪錦鉉 韋梓輝 凌友詩 凌俊傑 徐海山
徐曉鶯 徐麗萍 涂雅雅 翁惠芳 翁雅玲 高小文 高玉鼎 高黎雄 商建光
張上頂 張亞香 張琪騰 張雅鈞 張雙慶 張鐵岩 莊子雄 莊元苳 莊舜而
莊陽輝 許小哲 許文偉 許志群 許其昌 許奇有 許奇鋒 許清安 許清泰
許凱迪 許維雄 許寶月 郭亨耀 郭廷英 郭志明 郭芙蓉 郭國耀 郭康平
郭綠明 陳 昆 陳 勇 陳 健 陳仁興 陳元壽 陳少業 陳亨利 陳志烽
陳志煒 陳治林 陳金烈 陳金鈎 陳金霖 陳建鴻 陳思暐 陳炳琪 陳恩永
陳祖恆 陳能松 陳博智 陳榮助 陳榮旋 陳禎祥 陳銘潤 陳曉津 陳錦梅
陳聰聰 陳麗華 陳懿秋 傅森林 彭仁亮 曾 琦 曾少春 曾星盛 曾淑芳
曾淵滄 曾憲超 游立仁 黃 聿 黃 峰 黃 愷 黃友嘉 黃少玉 黃永光
黃永龍 黃永耀 黃冰芬 黃自強 黃長猷 黃長樂 黃建利 黃建彬 黃祉穎
黃若青 黃若紅 黃若虹 黃哲宇 黃凱籃 黃朝陽 黃龍騰 黃賽琴 黃雙仕
黃瓊靜 新 穎 楊乃平 楊小龍 楊永東 楊淑媛 楊華勇 楊榮春 楊傑雄
楊毅融 楊鴻耀 萬碧蓮 葉建明 葉振強 葉培輝 葉華雄 董品春 雷有彬
雷有得 廖宜春 蓋英姿 趙汝渠 趙華娟 趙興源 劉正慶 劉自強 劉西目
劉官政 劉祖繁 劉凱榮 劉達泉 劉與量 劉德豐 劉賢賢 潘景生 蔡 毅
蔡世傳 蔡承偉 蔡建四 蔡紹為 蔡黃玲玲 蔡瑞義 蔡榮展 蔡銘博 蔡曜陽
鄭 敏 鄭 臨 鄭文紅 鄭成才 鄭志強 鄭亞玲 鄭重科 鄭強峰 鄭琴淵
鄭靜鈺 盧金榮 盧清松 賴映紅 賴新達 駱百強 駱志平 駱志鴻 薛立榕
謝小玲 謝燕川 鍾良生 韓孝煌 藍建平 顏家謨 顏培增 顏肇臻 顏禧強
顏麗園 顏寶雲 顏寶鈴 羅清平 羅清源 蘇千墅 蘇建清 蘇建豐 蘇清棟
蘇焯錦 蘇進展 饒朝暉

常務副秘書長：周珊珊（總幹事） 劉與量
副 秘 書 長：王玉笛 何玉慧 吳寧寧 呂曉東 李子樹 李重振 林永佳 林祥華 金 玲

施文誕 施祥智 凌俊傑 許小哲 許凱迪 陳 健 陳麗華 葉振強 鄭重科

謹定於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晚上7時，假座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三
樓大會堂，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暨本會第十
一屆會董就職典禮

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
福建省委書記 于偉國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先生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 謝 鋒先生
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吳國華女士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 鄭國躍大校

恭請 蒞臨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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