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會會長創會會長：：王為謙王為謙（（香港香港）） 蔡錦淞蔡錦淞（（新加坡新加坡）） 許健康許健康（（澳門澳門）） 郭奕定郭奕定（（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黃呈輝黃呈輝（（菲律濱菲律濱）） 施文超施文超（（台灣台灣））
永遠榮譽會長永遠榮譽會長：：陳明金陳明金（（澳門澳門）） 顏乾成顏乾成（（加拿大加拿大）） 施教明施教明（（香港香港）） 曾鐵鋒曾鐵鋒（（菲律濱菲律濱）） 王金陵王金陵（（印尼印尼）） 龔書榮龔書榮（（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黃共流黃共流（（澳門澳門））
名譽會長名譽會長：：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黃聯京 洪文淵 洪碧清 陳建生 高明清 洪永懷 吳興財黃聯京 洪文淵 洪碧清 陳建生 高明清 洪永懷 吳興財
加加 拿拿 大大：：許禮評 蔡經陽 柯清輝 許其昌 施議錨 施良樹 黃長猷 王國本 吳賜奎 許嘉儀 劉志仁許禮評 蔡經陽 柯清輝 許其昌 施議錨 施良樹 黃長猷 王國本 吳賜奎 許嘉儀 劉志仁
香 港香 港：：施子清 吳天賜 施世築 蘇千墅 姚加環 洪建築施子清 吳天賜 施世築 蘇千墅 姚加環 洪建築 董吳玲玲董吳玲玲 施能獅 施維雄 洪祖杭 李群華 洪頂擁施能獅 施維雄 洪祖杭 李群華 洪頂擁
印 尼印 尼：：黃奕聰 吳光楷 郭徽章 許宗鴿 黃鵬年 楊秀珍 吳重洋 張仲年 陳昌祥 洪我忠 彭良生 翁忠協黃奕聰 吳光楷 郭徽章 許宗鴿 黃鵬年 楊秀珍 吳重洋 張仲年 陳昌祥 洪我忠 彭良生 翁忠協
澳 門澳 門：：顏延齡 陳智仁 莊文才 許文帛 許文曲 吳錫琛 鄞榮源 李杉龍 施利亞 陳明旭 謝路生 莊麗華 曾志龍顏延齡 陳智仁 莊文才 許文帛 許文曲 吳錫琛 鄞榮源 李杉龍 施利亞 陳明旭 謝路生 莊麗華 曾志龍
緬 甸緬 甸：：曾國種 柯孫德 洪祖求 謝齊家 吳炎泉 鄭維漸 曾華仁 蕭文獻 蘇才華 李益華 陳子和 林樹埔曾國種 柯孫德 洪祖求 謝齊家 吳炎泉 鄭維漸 曾華仁 蕭文獻 蘇才華 李益華 陳子和 林樹埔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劉健民 蔡尤明 蕭忠欽 蔡天生 蔡海瑞 史亞獅劉健民 蔡尤明 蕭忠欽 蔡天生 蔡海瑞 史亞獅
菲菲 律律 濱濱：：陳永栽 施至成 陳祖昌 施恭旗 莊杰文 董光溪 張孫鵬 李榮郇 莊金耀 黃金盾 王良培 施亨利陳永栽 施至成 陳祖昌 施恭旗 莊杰文 董光溪 張孫鵬 李榮郇 莊金耀 黃金盾 王良培 施亨利
新新 加加 坡坡：：蔡天寶 蔡成宗 許書朕 林光景 蕭孫喜 謝秀興 邱傳慶 陳明德 李友福 謝安桐蔡天寶 蔡成宗 許書朕 林光景 蕭孫喜 謝秀興 邱傳慶 陳明德 李友福 謝安桐
台 灣台 灣：：陳介山 王人瑞 楊紋生 柯克難 蔡仲謀陳介山 王人瑞 楊紋生 柯克難 蔡仲謀
泰 國泰 國：：陳德啟 蘇國世 蔡志偉 蘇承智陳德啟 蘇國世 蔡志偉 蘇承智
美 國美 國：：王 震王 震（（家駿家駿）） 許宗漢許宗漢
世世 晉晉 青青：：洪游奕 許清流洪游奕 許清流

常務顧問常務顧問：：盧溫勝盧溫勝（（香港香港）） 曾鐵鋒曾鐵鋒（（菲律濱菲律濱）） 蔡克網蔡克網（（新加坡新加坡）） 吳聯盟吳聯盟（（澳門澳門）） 丁良輝丁良輝（（加拿大加拿大）） 蔡世傳蔡世傳（（香港香港））
施亨利施亨利（（菲律濱菲律濱）） 許金聰許金聰（（印尼印尼）） 王天恭王天恭（（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鍾建新鍾建新（（澳門澳門））

名譽顧問名譽顧問：：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曾志榕 許經聰 陳天賦 楊景山 黃寶國曾志榕 許經聰 陳天賦 楊景山 黃寶國
加加 拿拿 大大：：莊振昌 胡國星 周克圖 施文化 蘇永錶 施金象莊振昌 胡國星 周克圖 施文化 蘇永錶 施金象
香 港香 港：：陳志烽 洪東群 許自強 施榮鋒 施振忠 洪重慶陳志烽 洪東群 許自強 施榮鋒 施振忠 洪重慶
印 尼印 尼：：郭徽慶 林成富 林超年 杜華水 戴中立 張梓清郭徽慶 林成富 林超年 杜華水 戴中立 張梓清
澳 門澳 門：：陳明白 李祖協 陳榮煉 侯祖悅 施志伴 洪文華陳明白 李祖協 陳榮煉 侯祖悅 施志伴 洪文華
緬 甸緬 甸：：曾國禮 丁文明 蕭承立 蔡敦柔 蕭文備 蔡明輝曾國禮 丁文明 蕭承立 蔡敦柔 蕭文備 蔡明輝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王國泰 張瑞發 黃榮輝 杜成奇 蔡家榮 蔡長池王國泰 張瑞發 黃榮輝 杜成奇 蔡家榮 蔡長池
菲菲 律律 濱濱：：黃有恆 盧武敏 蔡聰妙 吳尊仁 吳永年黃有恆 盧武敏 蔡聰妙 吳尊仁 吳永年
新新 加加 坡坡：：柯千衙 黃加種 杜南發 莊鎮祥 柯鴻景 李春逢柯千衙 黃加種 杜南發 莊鎮祥 柯鴻景 李春逢
台 灣台 灣：：盧立國 莊晉東 施世雄 陳育環盧立國 莊晉東 施世雄 陳育環
泰 國泰 國：：陳少陽 吳亮泰 陳文柏 蕭慶良 蔡志雲陳少陽 吳亮泰 陳文柏 蕭慶良 蔡志雲
美 國美 國：：楊式耻 周文錦楊式耻 周文錦

熱 烈 祝 賀熱 烈 祝 賀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澳門特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行政區行政會委員
陳明金永遠榮譽會長陳明金永遠榮譽會長

榮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榮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授「「金蓮花金蓮花」」榮譽勳章榮譽勳章

眾望所歸 晉江之光
世 界 晉 江 同 鄉 總 會
World Federation of Jin Jiang Clans

仝 敬 賀仝 敬 賀

會 長會 長：：施文誕施文誕（（加拿大加拿大））
副副 會會 長長：：謝國泰謝國泰（（加拿大加拿大）） 吳文達吳文達（（澳大利亞澳大利亞）） 洪頂超洪頂超（（香港香港）） 陳迺士陳迺士（（印尼印尼））

姚文衷姚文衷（（澳門澳門）） 林良輝林良輝（（緬甸緬甸）） 黃東海黃東海（（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李國材李國材（（菲律濱菲律濱））
卜清鍾卜清鍾（（新加坡新加坡）） 楊榮富楊榮富（（台灣台灣）） 陳雄財陳雄財（（泰國泰國）） 林建良林建良（（美國美國））
許華芳許華芳（（世晉青世晉青））

秘秘 書書 長長：：蘇永安蘇永安（（加拿大加拿大））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王玉笛王玉笛（（加拿大加拿大）） 財 政財 政：：施雅琪施雅琪（（加拿大加拿大））
董 事董 事：：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李少勇 蔡虹雅 洪大石 洪經偉 劉新新 沈斌斌 唐豔紅 曾亞迪李少勇 蔡虹雅 洪大石 洪經偉 劉新新 沈斌斌 唐豔紅 曾亞迪
加加 拿拿 大大：：許鴻儀 施振銜 許維雄 王國標 陳思菓 施純民 施教永許鴻儀 施振銜 許維雄 王國標 陳思菓 施純民 施教永
香 港香 港：：王育民 吳健南 顏培增 柯文華 李國耀 林鵬耀 林承恩 施清流王育民 吳健南 顏培增 柯文華 李國耀 林鵬耀 林承恩 施清流
印 尼印 尼：：許水秋 許宗評許水秋 許宗評 歐陽連財歐陽連財 翁聯泰 彭福明 王世佑 吳明理 張中耀翁聯泰 彭福明 王世佑 吳明理 張中耀
澳 門澳 門：：許清水 陳呈仁 王名志 陳遠培 曾煥重 許慶良 李天平 侯祖澎許清水 陳呈仁 王名志 陳遠培 曾煥重 許慶良 李天平 侯祖澎
緬 甸緬 甸：：王清錦 柯玉提 鄭健彬 王銘慶 周 琦 洪金鐘 戴志堅 許遠健王清錦 柯玉提 鄭健彬 王銘慶 周 琦 洪金鐘 戴志堅 許遠健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楊玉箴 楊燦鴻 黃清順 蔡斯東 黃天恩 葉子棟 蘇德招 蘇明貴楊玉箴 楊燦鴻 黃清順 蔡斯東 黃天恩 葉子棟 蘇德招 蘇明貴
菲菲 律律 濱濱：：施永昌 陳凱復 洪我景 蔡紫彬 姚金鎮 王松齡 詹延誠 張孚志施永昌 陳凱復 洪我景 蔡紫彬 姚金鎮 王松齡 詹延誠 張孚志
新新 加加 坡坡：：丁增嘉 朱仲涵 王為森 蔡少銘 施湧海 蕭寶祿 賴國標 陳本忠丁增嘉 朱仲涵 王為森 蔡少銘 施湧海 蕭寶祿 賴國標 陳本忠
台 灣台 灣：：藍仰民 黃四維 蕭東白 劉榮造 闕毅文 廖志堯 簡素珍 盧申威藍仰民 黃四維 蕭東白 劉榮造 闕毅文 廖志堯 簡素珍 盧申威
泰 國泰 國：：蔡上新 陳俞龍 陳棟良 王新日 陳德桐 洪世界 楊柏聲 許淑麗蔡上新 陳俞龍 陳棟良 王新日 陳德桐 洪世界 楊柏聲 許淑麗
美 國美 國：：林秋育 朱錦福 楊式發 陳清庭 林燦彬 許聯森林秋育 朱錦福 楊式發 陳清庭 林燦彬 許聯森
青年董事青年董事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吳斌榮 施倩倩吳斌榮 施倩倩
加加 拿拿 大大：：盧曉明 許雅輝盧曉明 許雅輝
香 港香 港：：洪奕程 尤長順洪奕程 尤長順
印 尼印 尼：：施子洋 洪朝沙施子洋 洪朝沙
澳 門澳 門：：陳冰冰 蔡思偉陳冰冰 蔡思偉
緬 甸緬 甸：：王國強 林榮發王國強 林榮發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史懷遠 黃振揚史懷遠 黃振揚
菲菲 律律 濱濱：：施長升 許世友施長升 許世友
新新 加加 坡坡：：孫清華 李玲娜孫清華 李玲娜
台 灣台 灣：：陳其亨 施宣廷陳其亨 施宣廷
泰 國泰 國：：陳思思 陳澤鉅陳思思 陳澤鉅
美 國美 國：：魏 道 王則昌魏 道 王則昌
世世 晉晉 青青：：陳奕雄 王振東陳奕雄 王振東

阿阿 聯聯 酋酋：：楊福建 施文照楊福建 施文照
巴 西巴 西：：施華民施華民
柬柬 埔埔 寨寨：：王遂拱王遂拱
德 國德 國：：周鴻圖周鴻圖
意意 大大 利利：：王育雲 吳建成王育雲 吳建成
紐紐 西西 蘭蘭：：莊啟翁 黃連僑 林金輝 洪少銘莊啟翁 黃連僑 林金輝 洪少銘
波 蘭波 蘭：：丁建志丁建志
俄俄 羅羅 斯斯：：吳進明吳進明
西西 班班 牙牙：：洪玲玲洪玲玲
南南 非非 洲洲：：吳少康 朱佳龍吳少康 朱佳龍
美國塞班美國塞班：：陳守仁陳守仁
越 南越 南：：柯尊法柯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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