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全體同仁 致意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 香港僑友社 香港緬華互助會 廣東僑聯香港聯誼會 印尼巴中（香港）校友會
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邦加僑友會 香港澳洲華人協會 暨南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
旅港萬隆校友會 香港印尼泗水同學會 蘇島愛群社 新界華僑聯會 巨港（香港）校友會
香港集美校友會 瑪中旅港澳校友聯誼會 三馬林達旅港同鄉會 香港緬甸歸國華僑聯誼會 老撾華僑華人香港聯誼會
旅港武漢僑校校友會 馬辰旅港校友會 首都師範大學旅港校友會 大連香港校友聯會 香港緬甸華僑校友聯合會
香港貴州聯誼會 柬埔寨華僑華人香港聯誼會 峇厘旅港校友會 亞齊僑友會 集美僑校香港校友會
香港印尼西加邦戛地區僑友會 福建農林大學港澳校友會 香港碧珍歌舞團 香港越柬老華人團體聯合會 棉華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木蘭歌舞團 福州大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新及（廖屬）僑友會 廣州僑聯香港聯誼會 北京華僑補校赴滇支邊香港同學會
印尼蘇拉威西錫江（香港）聯誼會 香港印尼研究學社 香港德化同鄉會 印度華僑聯誼會 香港揭陽僑聯聯誼會
香港華僑華人婦女會 香港汶華校友會 香港錫江同學會 香港廣西印尼歸國華僑聯誼總會 香港江門五邑僑聯聯誼總會
香港廣西僑界同鄉聯誼總會 香港集美中學校友會 印尼蘇中地區旅港僑友會 振強藝術團 萬鴉佬旅港同鄉會
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香港） 集美航海香港校友會 香港汕頭僑校校友會 香港印尼任華聯誼會 香港華僑康樂之友會
香港僑韻樂隊 中華大族譜學會 香港僑媛會 香港閩西聯會 香港福建僑民會
旅港越南知用校友會 武夷山（香港）僑友聯誼會 山東旅港歸僑聯誼會 長青體藝會 香港端華校友會
香港黑龍江聯誼會 廣西柳州市(香港)華僑聯誼總會 椰城(香港)藝術總會

熱熱 烈烈 祝祝 賀賀
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

支持支持「「明日大嶼明日大嶼」」 建設未來香港建設未來香港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1010月月232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A17

主主 席席 黃毅輝黃毅輝

會會 長長 唐躍峯唐躍峯JPJP

常務副主席常務副主席
王煜誠王煜誠 王曉濱王曉濱 伍海山伍海山 余維強余維強 吳承海吳承海
吳國榮吳國榮 徐炳輝徐炳輝 張仲哲張仲哲 莊創業莊創業BBBBS JS JPP
莊學海莊學海BBSBBS 郭二澈郭二澈 陳美燕陳美燕 黃國平黃國平
趙萬強趙萬強 霍業生霍業生 蘇瑞通蘇瑞通 蘇攢淘蘇攢淘 饒桂珠饒桂珠

副主席副主席 李燕芬李燕芬 周超常周超常 林林 輝輝 武燕玲武燕玲
徐景勝徐景勝 許玉漢許玉漢 雷有彬雷有彬 黎惠權黎惠權

秘書長秘書長 徐景勝徐景勝（（兼兼））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 周炳信周炳信 倫永源倫永源 符符 曼曼 羅志光羅志光

司司 庫庫 謝健謝健強強

會員發展部主任會員發展部主任 胡銳南胡銳南 副主任副主任 吳麗清吳麗清 吳耀祥吳耀祥 陳振勇陳振勇

社會事務部主任社會事務部主任 李鎮強李鎮強 副主任副主任 嚴偉文嚴偉文

內地事務部主任內地事務部主任 李小冰李小冰 副主任副主任 郭慧芳郭慧芳 陳麗珠陳麗珠 黃州鵬黃州鵬 謝曉怡謝曉怡

工商委員會主任工商委員會主任 蔡思聰蔡思聰 副主任副主任 何耀康何耀康 周建榮周建榮 郭秋霞郭秋霞

專業委員會主任專業委員會主任 謝文賢謝文賢 副主任副主任 甘志成甘志成 馬恩國馬恩國 張祖揆張祖揆 陳啟泰陳啟泰

青年委員會主任青年委員會主任 呂嘉翔呂嘉翔 副主任副主任 方嘉軒方嘉軒 趙俊豪趙俊豪

義工服務部主任義工服務部主任 林林 威威 副主任副主任 林林 奕奕 林偉德林偉德 黃麗玲黃麗玲

執行委員執行委員 王子浩王子浩 王偉誠王偉誠 吳珊珊吳珊珊 吳鐘春吳鐘春 呂柏翔呂柏翔 李少鋒李少鋒 李燕芬李燕芬 吳永恩吳永恩MHMH
林志堅林志堅 林金輝林金輝 林桂明林桂明 林曉斌林曉斌 施連升施連升 洪建焜洪建焜 洪珍珍洪珍珍 唐偉源唐偉源
梁如海梁如海 郭錦天郭錦天 陳志育陳志育 陳志勤陳志勤 陳南坡陳南坡 陳振財陳振財 陳麗帆陳麗帆 陳靄華陳靄華
傅忠元傅忠元 曾自香曾自香 曾昭鎮曾昭鎮 湯伯建湯伯建 黃瑾瑜黃瑾瑜 楊再謙楊再謙 劉永濂劉永濂 劉卓娃劉卓娃
蔡紹宗蔡紹宗 蔡韻琪蔡韻琪 鄭荔紅鄭荔紅 鍾永志鍾永志 韓耀明韓耀明 蘇少初蘇少初 羅清源羅清源MHMH

香江聚賢執行委員會第五屆架構

((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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