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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陽同鄉會第二十七屆會董會芳名表

香港潮陽同鄉會香港潮陽同鄉會
第廿七屆會董就職典禮暨慶賀鄉彥聯歡晚會第廿七屆會董就職典禮暨慶賀鄉彥聯歡晚會

尊敬的各位主禮嘉賓
尊敬的各位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各位家鄉領導、
各位鄉彥、各位社團首長、各位嘉賓、各位同人、
女士們、先生們：

晚上好!

今天是本會第廿七屆會董就職典禮暨慶賀鄉彥的喜慶日子，承
蒙主禮嘉賓蒞臨主禮，各位嘉賓前來指導，各位同人踴躍出席，使
今晚慶典倍增光彩。本人謹代表全體同人向各位表示熱烈歡迎並致
以衷心感謝！同時，對今晚受賀之各位鄉彥，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本會成立七十多年來，本會會員來自各個領域，會董會成員大
都為各行業精英，在歷屆會長的精誠領導下，歷屆會董會同心協
力，為救災恤難、興學育才及社會公益慷慨捐輸，為香港的繁榮穩
定，為家鄉、為祖國的經濟發展不遺餘力，會務蒸蒸日上，並得到
政府及各階層人仕的認同、讚賞，聲譽日隆。

過去四年，在上兩屆會長陳振彬博士GBS太平紳士領導下，本
會各項工作均取得長足的進步；感謝陳振彬會長的精心領導，感謝
上兩屆會董會的出色表現。

今年適逢祖國華誕70周年，祖國的發展欣欣向榮，取得了令世
界刮目相看的偉大成就。本屆會董會必將秉承本會宗旨，繼續發揚
彼此關愛，相互支持的優良傳統，繼往開來，更加緊密地團結鄉親
力量，熱愛祖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實現美好的「中
國夢」，貢獻力量。

本會會務得以持續發展，潮陽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香港潮陽小
學、潮陽百欣小學的創立 及發展，實有賴於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及其屬下各部門的指導和協助，有賴於中
聯辦、家鄉領導、各友好社團的支持和鼓勵，本人在此謹致以萬二
分感謝。

最後，謹祝香港繁榮穩定，祖國富強，並祝各位事業興旺，家
庭幸福！

謝謝各位。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七時 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N201室
主 禮 嘉 賓

當 屆 榮 譽 會 長︰ 陳有慶博士院士GBM,JP 蔡衍濤MH 胡楚南JP 許學之院士BBS 馬照祥 陳智文 馬清楠JP 陳振彬博士GBS,JP
會 長︰ 周厚立MH,JP
副 會 長︰ 李焯麟 蕭成財MH 蔡少偉博士院士 蕭楚基BBS,JP 馬介欽博士 魏海鷹 鄭敬凱博士
永 遠 榮 譽 會 長： 陳有慶博士院士GBM,JP 蔡衍濤MH 蘇祥德
永 遠 名 譽 會 長： 張安德 馬墉傑MBE 姚中立JP 馬清偉 林建名博士 吳 雄JP 周振基博士GBS,JP 許學之院士BBS

陳熹博士BBS,JP 胡楚南JP 林赤有BBS,JP 鄭建平 徐梓峰 鄭鴻根 鄭維奇 廖贊成 鄭卓標BBS,JP
林松錫MH 蕭楚基BBS,JP 陳振彬博士GBS,JP 林建康MH 陳漢強 周厚立MH,JP 鄭克和MH 林鎮洪博士 蔡馬愛娟MH
李焯麟 馬介璋博士院士SBS 胡劍江 鄭通亮 王德雄 周育喜 魏海鷹 蕭暉榮教授 郭予宏MH
巴鎮洲 蔡少偉博士 柳炎城 郭興坤 連卓鋒 馬少福 鄭志才 鄭啟燦 劉志耀
張植煒博士 周駿達 顏文正 郭蘭豐 陳明勤 陳敬偉 馬云鷗 周昭彬 鄭儒岳
張楚光 張敬川 王德財 陳燦標博士 黃宏輝 鄭和國

名 譽 會 長︰ 胡定旭GBS,JP 馬時亨GBS,JP 陳智思GBS,JP 梁劉柔芬院士GBS,JP 陳鑑林GBS,JP 劉文龍OBE,JP 鄭國漢教授BBS,JP
法 律 顧 問： 馬清楠JP 周卓如BBS,JP 高明東 趙純銘 鄭宗漢
醫 務 顧 問： 邱傳安 林達聰
當 然 會 董︰ 林建名博士 姚中立JP 翁紹輝
常務會董兼總務部主任︰ 林赤有BBS,JP 常務會董兼財務部主任︰周卓如BBS,JP 常務會董兼組織部主任︰高明東
常務會董兼公關部主任︰ 連卓鋒 常務會董兼教育部主任︰郭興坤 常務會董兼福利部主任︰吳宏斌博士院士BBS
常務會董兼調查部主任︰ 胡劍江 常務會董兼稽核部主任︰林鎮洪博士 常務會董兼康樂部主任︰葉年光
會董兼總務部副主任︰ 趙純銘 會董兼總務部副主任︰許瑞良 會董兼財務部副主任︰柯成睦MH
會董兼財務部副主任︰ 顏文正 會董兼組織部副主任︰姚石平 會董兼公關部副主任︰張楚光
會董兼公關部副主任︰ 郭蘭豐 會董兼教育部副主任︰楊子儀博士 會董兼教育部副主任︰陳偉茂
會董兼福利部副主任︰ 魏偉明JP 會董兼福利部副主任︰劉志耀 會董兼調查部副主任︰巴鎮洲
會董兼調查部副主任︰ 鄭啟燦 會董兼稽核部副主任︰鄭克和MH 會董兼康樂部副主任︰鄭明興
會董兼康樂部副主任︰ 胡兆榮
會 董： 馬介璋博士院士SBS 蕭暉榮教授 王子沐 廖鐵城 馬鴻銘博士BBS,JP 楊志宏 張仕雄

陳昌華 周賢明BBS 鄭國輝 郭鐘鵬 王仰德 劉文東 陳祥發 林建康MH 周明祖
周德煒MH 楊立基 林耀波 馬清正 林家禮博士BBS 鄭卓標BBS,JP 陳理誠JP 卓烈標 鄭應南
郭予宏MH 鄭承峰博士MH 林忠成博士 柳炎城 鄭宗漢 許平川 廖德城博士 張敬川 胡炎松
胡澤文 林昊輝 劉國明 張植煒博士 周駿達 蔡少森 陳燦標博士 馬僑生MH 陳德寧
蘇 鏘 王德財 許瑞勤 陳南坡JP 陳明勤 陳敬偉 馬云鷗 黃宏輝 連喜慶
劉利權 林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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