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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國慶七十周年慶祝國慶七十周年
本會成立四十周年本會成立四十周年 暨暨

第十九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第十九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主 禮 嘉 賓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何 靖先生
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陳 飛先生
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樹哲先生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吳良好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吳換炎先生
南安市人民政府市長 林榮忠先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先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王庭聰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張國鈞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陳積志太平紳士
華閩集團總經理 丁炳華先生
泉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 莊紹進先生

第 十 九 屆 理 監 事 會
會 長：陳懿秋
首 席 顧 問：林樹哲
常 務 顧 問：陳通貴 陳慶輝 葉益強 林懷宣 傅森林 黃少玉 葉培輝
副 會 長：傅耀明 梁建東 侯少桓 林志龍 楊俊勇 廖順林 林懷榮 吳天淵 呂 欽 黃培賢 洪江淮 柯捷思 洪鴻儒 洪朝南 伍澤思 陳君萍 葉鴻毅 葉毅偉 蘇明德 蘇秋華 劉愛國 李福平
理 事 長：林懷中
副 理 事 長：陳向陽 雷子土 王英廈 陳培玲 陳朝暉 戴騰達
監 事 長：楊雅量
副 監 事 長：呂百楷 傅曉明 張麗明 黃順來 柯維世 郭章華 楊錦宣 李宏豐 黃一鳴 蔡錦汶 林建均 葉培養 陳熯強 黃淑珠 林玲玲 黃建國 梁仲權 陳小李 謝建國 區達智
秘 書 長：洪朝南（兼）
副 秘 書 長：戴鴻瑜 蔡艷芳 劉思展 葉德平 戴勝佳
司 庫 主 任：呂百楷（兼） 副主任：柯孫恭 劉泉源 總務部主任：楊維明 副主任：戴永成 黃文輝 公關部主任：傅天雨 副主任：戴麗蓉 高咏梅
福利部主任：蔡亞金 副主任：吳江雪 陳毓菁 康樂部主任：呂嬌明 副主任：柯小雅 吳秀玲 會員部主任：陳炳輝 副主任：陳毅玲 鄧麗萍
聯絡部主任：王闊仙 副主任：庄淑惠 林桂華 科教部主任：黃秋紅 副主任：黃一鴻 雷燦強 社會事務部主任：李躍進 副主任：吳彩婷 黃敏敏
鄉訊部主任：黃蒼煌 副主任：莊年華 陳建昌 協調部主任：黃清水 副主任：林清華 蘇銘芳 宗教部主任：黃建利 副主任：李志敬 呂玉玲
理 事：陳再添 潘玉中 蔡崇選 黃貞查 郭維北 郭承業 蔡宗鍛 蔡宗定 葉希達 呂培琛 李以蓮 李源鏹 黃智燦 蔡淵源 曾煥章 傅朝旭 黃麗萍 黃杰竹 陳玉琼 呂麗吟 李祝安 柯純萍

林麗治 吳雙全 詹楊青 蘇少毅 陳建民 李祖澤 邱禮德 許美玲 洪思表 洪家和 洪思瑜 黃端生 呂志南 陳澤謀 傅 煜 陳拔萃 黃寓揆 洪成濱 梁孫瑜 黃龍俊 張麗英 梁淑應
黃河南 陳炯林 王建新 李發金 黃秀碧 黃碧雲 蔡林生 陳琼鈺 梁建榕 洪春生 林德宣 張銘才 呂巧玲 伍春雷 黃慧玲 陳慧鈞 葉毅峰 葉琳琳 李翠蓉

監 事：陳希庭 陳俊杰 張克唇 黃金水 黃印平 陳祖慈 王森財 王永清 王聲鍍 王俊峰 王海峰 黃小寶 李志勇 劉忠賢 曾煥金 葉毅鑫 戴鴻祥 戴順吉 李萍萍 劉龍元 黃宗欣 黄啓明
黄麗娥 黄斯泉 黄順澤 黄維平 戴寶成 蘇建新 許春風 伍澤欽 鄭秋聲 鄭百靈 張良輝 王庭璋 傅君瑜 劉練發 鄭翠藝 鄭景心 戴德興 劉文華 褚小真

幹 事：柯杰元 馮芷珊

第 十 九 屆 聘 任 人 士 芳 名
永遠榮譽會長：林樹哲 陳通貴 陳慶輝 葉益強 林懷宣 傅森林 黃少玉 葉培輝
永遠名譽會長：黃滌岩 李明治 黃通國 戴新民 顏純炯 梁玉印 李建超 戴明瑞 黃書法 陳天堆 黃和順 黃朝陽 黃振昌 黃河山 黃哲平 王慶堂 陳漢榕 戴振川 陳泉熹 潘鐵民 林成泰 林華樑

王秋霞 戴錦文 蔡崇埔 李謀任 李金聰 洪金火 蔡國良 吳良資 劉秀麗 梁強寶 吳雅玲 陳江雄 林文龍 黃胡泉 葉維新 黃煥明 黃志堅 黃書榮 王庭聰 李仲樹 吳致遠 傅子伍
黃殖民 呂榮梓 羅清源 劉三煌 黃少波 黃清江 傅國泰 楊雅量 陳家泉 陳青雲 王建議 吳天延 蔡培輝 姚發興 王啟水 顏乾成 卓榆濱 洪金鑣 呂安民 柯捷思 李躍進 林懷中
林懷榮 林雙來 林尚榮 郭卿芳 李錦在 傅金橋 呂 斌 鄭伯龍 顏 芝 李建福 傅依文 謝林翰 陳勁松 陳懿秋 呂良平 鄭鴻河 李振生 戴景水 黃春景 黃榮譽 林小余 戴錦春
黃敏利 呂榮義 傅耀明 黃正體 梁建東 侯少桓 傅仰富 楊俊勇 陳倫德 陳禎祥 黃文雄 戴建國 陳德明 蔡永年 林 潞 洪世海 李克賢 黃添進 劉賢賢 吳天淵 雷建華 王偉南
葉少鳴 呂百楷 陳向陽 王大治 呂 榕 洪培慶 林立東 葉志聰 蔡建四 吳英才 洪勁松 黃 罡 石秉鈞 羅清平 吳泉水 傅曉東 陳東升 戴寬南 陳遠明 洪貴川 葉建明 徐偉福
楊連嘉 林國貞 潘文炳 林志龍 廖順林 洪江淮 黃招生 洪鴻儒 陳君萍 黃自強 柯孫培 楊子卿 陳桂瑩 李清意 陳文龍 洪寅聲 潘逢春 戴祖煌 潘連招 黃華僑 黃文全 林長團
李建輝 黃萬江 葉智猛 陳志堅 陳金勇 劉國彬 陳劍峰 劉文慶 李清安 王神賜 潘偉雄 徐汘源 陳穎俊 黃孟藝 李用州 黃發輝

榮 譽 顧 問：黃玉山 陳克勤 劉再復
名 譽 會 長：張呈毓 黃天松 呂子安 盧四海 呂錦堙 戴振祥 戴德祥 黃駿馳 許慧卿 戴亞玲 劉梅曲 謝娟娟 黃建彬 黃發展 黃春全 呂翠芬 吳白蘭 張詠棋 戴東風 劉梅芳 雷有彬 王阿蘭

江孝燈 鄭亞玲 鄭珈汶 謝木水 葉媲劍 陳東陽 陳卿福 陳金鑾 陳昆南 陳鴻福 陳金榜 陳建興 陳紅波 陳其實 陳江河 戴麗萍 陳金祿 謝振純 黃翠蓉 戴森展 戴青山 陳卿勝
吳振強 陳金土 陳德陽 呂萬慶

顧 問：柯達權 黃建源 邱建新 李和協 傅僑生 梁聯燕 徐海山 林婉濱 陳家珮 余保國 戴 方 李炯慧 柯少杰 張麗卿 傅克敏 陳蔚玲 陳昭容 蔡長秋 張潤峰 吳炳南 傅文智 劉江梅
余雙日 陳逢福 陳連輝 陳允輝 柯文瑞 傅國偉 黃水生 黃延齡 雷經淵 方亞雲 傅文碧 劉清影 吳愛治 傅惠敏 郭維炳 陳捷權 莊潤達 傅文華 林彬榮 柯全鋼 陳少惠 張石丁
陳前成 李永浩 戴小波 李遠榮 林智育 王振裕 梁德欽 洪景聰 張彤彤 雷婉美 陳偉洸 陳錦燦 黃俊義 陳仕瑜 傅宗德 吳家標 褚寶美 戴金鳳 劉小敏 吳海峰 洪清霞 李梅香
戴美珍 陳秀戀 雷良嘉 劉愛玉 戴倩華 林亞萍 鄭坤興 戴阿珍 劉海明 謝龍華 李發聲 洪秀環 李以瑜 留金騰 林榮棟

法 律 顧 問：陳禎祥(兼)

青年委員會 婦女委員會
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 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 香港詩山中學校友會 香港杏塘陳氏宗親會 香港鳳坡聯誼會 香港梧埔山同鄉會 香港鳳山寺
粵港澳大溪東同鄉會 旅港南安僑光中學校友會 香港南安金淘鄉親聯誼會 香港南安碼頭同鄉會 旅港南安成功中學校友會 旅港福建南安劉林劉氏宗親會 香港南安梅山同鄉會
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官園陳氏家族會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香港南安芙蓉同鄉會 港澳台暨海外南安二中校友會 南安市羅溪教育基金會 香港南安羅東同鄉會
香港旅港昌源同鄉會 香港南安洋美同鄉會 香港南安洪梅同鄉會 香港仁宅黃氏宗親會 香港南安新僑中學校友會 香港琉瑭校友會 居港洪瀨街道聯誼會
香港康美同鄉會 南安一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南安華僑中學校友會 海外泉州澳柄鄉親會 香港南安霞美同鄉會 香港南安官橋同鄉會 五星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官橋后曾庄同鄉會 香港洪邦同鄉會 旅港社庄鄉親聯誼會 旅港碧石陳氏宗親會 香港官橋成竹同鄉會 香港南星中學校友會 香港渭濱宗親會
旅港澳文斗同鄉會 港澳溪南同鄉會 香港水頭下店鄉親籌備會 香港奎霞同鄉會 港澳咾港同親會 旅港溪東同鄉會 香港奎霞店份基金會
香港南安石井同鄉會 香港寶石事務促進會 香港九龍深水埗福建同鄉聯誼會 香港金紫荊聯誼總會 將軍澳社群福利會

祝 賀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福建商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 香港福建體育會 香港南平聯誼總會 香港惠安同鄉總會
香港泉州市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新界東分會 香港永春同鄉會 香港安溪同鄉會 將軍澳社群福利會
劉與量 王育民 丁良輝 王大治 施維雄 駱志鴻 陳榮旋 藍建平 佘英杰 賴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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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成立四十周年本會成立四十周年 暨暨

第十九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第十九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主 禮 嘉 賓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何 靖先生
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陳 飛先生
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樹哲先生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吳良好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吳換炎先生
南安市人民政府市長 林榮忠先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先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王庭聰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張國鈞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陳積志太平紳士
華閩集團總經理 丁炳華先生
泉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 莊紹進先生

第 十 九 屆 理 監 事 會
會 長：陳懿秋
首 席 顧 問：林樹哲
常 務 顧 問：陳通貴 陳慶輝 葉益強 林懷宣 傅森林 黃少玉 葉培輝
副 會 長：傅耀明 梁建東 侯少桓 林志龍 楊俊勇 廖順林 林懷榮 吳天淵 呂 欽 黃培賢 洪江淮 柯捷思 洪鴻儒 洪朝南 伍澤思 陳君萍 葉鴻毅 葉毅偉 蘇明德 蘇秋華 劉愛國 李福平
理 事 長：林懷中
副 理 事 長：陳向陽 雷子土 王英廈 陳培玲 陳朝暉 戴騰達
監 事 長：楊雅量
副 監 事 長：呂百楷 傅曉明 張麗明 黃順來 柯維世 郭章華 楊錦宣 李宏豐 黃一鳴 蔡錦汶 林建均 葉培養 陳熯強 黃淑珠 林玲玲 黃建國 梁仲權 陳小李 謝建國 區達智
秘 書 長：洪朝南（兼）
副 秘 書 長：戴鴻瑜 蔡艷芳 劉思展 葉德平 戴勝佳
司 庫 主 任：呂百楷（兼） 副主任：柯孫恭 劉泉源 總務部主任：楊維明 副主任：戴永成 黃文輝 公關部主任：傅天雨 副主任：戴麗蓉 高咏梅
福利部主任：蔡亞金 副主任：吳江雪 陳毓菁 康樂部主任：呂嬌明 副主任：柯小雅 吳秀玲 會員部主任：陳炳輝 副主任：陳毅玲 鄧麗萍
聯絡部主任：王闊仙 副主任：庄淑惠 林桂華 科教部主任：黃秋紅 副主任：黃一鴻 雷燦強 社會事務部主任：李躍進 副主任：吳彩婷 黃敏敏
鄉訊部主任：黃蒼煌 副主任：莊年華 陳建昌 協調部主任：黃清水 副主任：林清華 蘇銘芳 宗教部主任：黃建利 副主任：李志敬 呂玉玲
理 事：陳再添 潘玉中 蔡崇選 黃貞查 郭維北 郭承業 蔡宗鍛 蔡宗定 葉希達 呂培琛 李以蓮 李源鏹 黃智燦 蔡淵源 曾煥章 傅朝旭 黃麗萍 黃杰竹 陳玉琼 呂麗吟 李祝安 柯純萍

林麗治 吳雙全 詹楊青 蘇少毅 陳建民 李祖澤 邱禮德 許美玲 洪思表 洪家和 洪思瑜 黃端生 呂志南 陳澤謀 傅 煜 陳拔萃 黃寓揆 洪成濱 梁孫瑜 黃龍俊 張麗英 梁淑應
黃河南 陳炯林 王建新 李發金 黃秀碧 黃碧雲 蔡林生 陳琼鈺 梁建榕 洪春生 林德宣 張銘才 呂巧玲 伍春雷 黃慧玲 陳慧鈞 葉毅峰 葉琳琳 李翠蓉

監 事：陳希庭 陳俊杰 張克唇 黃金水 黃印平 陳祖慈 王森財 王永清 王聲鍍 王俊峰 王海峰 黃小寶 李志勇 劉忠賢 曾煥金 葉毅鑫 戴鴻祥 戴順吉 李萍萍 劉龍元 黃宗欣 黄啓明
黄麗娥 黄斯泉 黄順澤 黄維平 戴寶成 蘇建新 許春風 伍澤欽 鄭秋聲 鄭百靈 張良輝 王庭璋 傅君瑜 劉練發 鄭翠藝 鄭景心 戴德興 劉文華 褚小真

幹 事：柯杰元 馮芷珊

第 十 九 屆 聘 任 人 士 芳 名
永遠榮譽會長：林樹哲 陳通貴 陳慶輝 葉益強 林懷宣 傅森林 黃少玉 葉培輝
永遠名譽會長：黃滌岩 李明治 黃通國 戴新民 顏純炯 梁玉印 李建超 戴明瑞 黃書法 陳天堆 黃和順 黃朝陽 黃振昌 黃河山 黃哲平 王慶堂 陳漢榕 戴振川 陳泉熹 潘鐵民 林成泰 林華樑

王秋霞 戴錦文 蔡崇埔 李謀任 李金聰 洪金火 蔡國良 吳良資 劉秀麗 梁強寶 吳雅玲 陳江雄 林文龍 黃胡泉 葉維新 黃煥明 黃志堅 黃書榮 王庭聰 李仲樹 吳致遠 傅子伍
黃殖民 呂榮梓 羅清源 劉三煌 黃少波 黃清江 傅國泰 楊雅量 陳家泉 陳青雲 王建議 吳天延 蔡培輝 姚發興 王啟水 顏乾成 卓榆濱 洪金鑣 呂安民 柯捷思 李躍進 林懷中
林懷榮 林雙來 林尚榮 郭卿芳 李錦在 傅金橋 呂 斌 鄭伯龍 顏 芝 李建福 傅依文 謝林翰 陳勁松 陳懿秋 呂良平 鄭鴻河 李振生 戴景水 黃春景 黃榮譽 林小余 戴錦春
黃敏利 呂榮義 傅耀明 黃正體 梁建東 侯少桓 傅仰富 楊俊勇 陳倫德 陳禎祥 黃文雄 戴建國 陳德明 蔡永年 林 潞 洪世海 李克賢 黃添進 劉賢賢 吳天淵 雷建華 王偉南
葉少鳴 呂百楷 陳向陽 王大治 呂 榕 洪培慶 林立東 葉志聰 蔡建四 吳英才 洪勁松 黃 罡 石秉鈞 羅清平 吳泉水 傅曉東 陳東升 戴寬南 陳遠明 洪貴川 葉建明 徐偉福
楊連嘉 林國貞 潘文炳 林志龍 廖順林 洪江淮 黃招生 洪鴻儒 陳君萍 黃自強 柯孫培 楊子卿 陳桂瑩 李清意 陳文龍 洪寅聲 潘逢春 戴祖煌 潘連招 黃華僑 黃文全 林長團
李建輝 黃萬江 葉智猛 陳志堅 陳金勇 劉國彬 陳劍峰 劉文慶 李清安 王神賜 潘偉雄 徐汘源 陳穎俊 黃孟藝 李用州 黃發輝

榮 譽 顧 問：黃玉山 陳克勤 劉再復
名 譽 會 長：張呈毓 黃天松 呂子安 盧四海 呂錦堙 戴振祥 戴德祥 黃駿馳 許慧卿 戴亞玲 劉梅曲 謝娟娟 黃建彬 黃發展 黃春全 呂翠芬 吳白蘭 張詠棋 戴東風 劉梅芳 雷有彬 王阿蘭

江孝燈 鄭亞玲 鄭珈汶 謝木水 葉媲劍 陳東陽 陳卿福 陳金鑾 陳昆南 陳鴻福 陳金榜 陳建興 陳紅波 陳其實 陳江河 戴麗萍 陳金祿 謝振純 黃翠蓉 戴森展 戴青山 陳卿勝
吳振強 陳金土 陳德陽 呂萬慶

顧 問：柯達權 黃建源 邱建新 李和協 傅僑生 梁聯燕 徐海山 林婉濱 陳家珮 余保國 戴 方 李炯慧 柯少杰 張麗卿 傅克敏 陳蔚玲 陳昭容 蔡長秋 張潤峰 吳炳南 傅文智 劉江梅
余雙日 陳逢福 陳連輝 陳允輝 柯文瑞 傅國偉 黃水生 黃延齡 雷經淵 方亞雲 傅文碧 劉清影 吳愛治 傅惠敏 郭維炳 陳捷權 莊潤達 傅文華 林彬榮 柯全鋼 陳少惠 張石丁
陳前成 李永浩 戴小波 李遠榮 林智育 王振裕 梁德欽 洪景聰 張彤彤 雷婉美 陳偉洸 陳錦燦 黃俊義 陳仕瑜 傅宗德 吳家標 褚寶美 戴金鳳 劉小敏 吳海峰 洪清霞 李梅香
戴美珍 陳秀戀 雷良嘉 劉愛玉 戴倩華 林亞萍 鄭坤興 戴阿珍 劉海明 謝龍華 李發聲 洪秀環 李以瑜 留金騰 林榮棟

法 律 顧 問：陳禎祥(兼)

青年委員會 婦女委員會
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 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 香港詩山中學校友會 香港杏塘陳氏宗親會 香港鳳坡聯誼會 香港梧埔山同鄉會 香港鳳山寺
粵港澳大溪東同鄉會 旅港南安僑光中學校友會 香港南安金淘鄉親聯誼會 香港南安碼頭同鄉會 旅港南安成功中學校友會 旅港福建南安劉林劉氏宗親會 香港南安梅山同鄉會
國光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官園陳氏家族會 福建旅港戴氏宗親會 香港南安芙蓉同鄉會 港澳台暨海外南安二中校友會 南安市羅溪教育基金會 香港南安羅東同鄉會
香港旅港昌源同鄉會 香港南安洋美同鄉會 香港南安洪梅同鄉會 香港仁宅黃氏宗親會 香港南安新僑中學校友會 香港琉瑭校友會 居港洪瀨街道聯誼會
香港康美同鄉會 南安一中香港校友會 香港南安華僑中學校友會 海外泉州澳柄鄉親會 香港南安霞美同鄉會 香港南安官橋同鄉會 五星中學香港校友會
香港官橋后曾庄同鄉會 香港洪邦同鄉會 旅港社庄鄉親聯誼會 旅港碧石陳氏宗親會 香港官橋成竹同鄉會 香港南星中學校友會 香港渭濱宗親會
旅港澳文斗同鄉會 港澳溪南同鄉會 香港水頭下店鄉親籌備會 香港奎霞同鄉會 港澳咾港同親會 旅港溪東同鄉會 香港奎霞店份基金會
香港南安石井同鄉會 香港寶石事務促進會 香港九龍深水埗福建同鄉聯誼會 香港金紫荊聯誼總會 將軍澳社群福利會

祝 賀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福建商會 香港福建同鄉會 香港福建體育會 香港南平聯誼總會 香港惠安同鄉總會
香港泉州市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新界東分會 香港永春同鄉會 香港安溪同鄉會 將軍澳社群福利會
劉與量 王育民 丁良輝 王大治 施維雄 駱志鴻 陳榮旋 藍建平 佘英杰 賴新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