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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會董會事務貢獻回顧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回顧近年會務大事表示，聯會自2019年第
四屆會董會換屆以來，得到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和家鄉政府的支持，在
各榮譽級首長和會董級首長的支持以及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
胡池特別感謝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和家鄉領導長期以來的關心和

支持，該會同仁的無私奉獻，會務發展勢頭良好。展望未來，他
表示聯會將繼續發揮橋樑作用，進一步凝聚潮籍鄉親，發揮潮
人精神，為香港、為家鄉的繁榮穩定續做貢獻。他展望未來
指，聯會將努力加強內部管理力拓會務，大力弘揚潮汕文
化，發揚潮人精神，團結和凝聚鄉親，積極參與香港
社會事務，堅決擁護「一國兩制」方針，並促
進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和交流。

2021年，香港依舊不平靜，政治和民生仍然充滿挑戰，例如「修例風波」餘波未息，貫
穿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反覆不斷，經濟復甦任重道
遠。與此同時，香港國安法在港落地，「攬炒」暴徒
受到法律制裁，「愛國者治港」原則進一步明晰。
面對嚴峻的新冠疫情，正值新春來臨之際，由香
港區潮人聯會、香港潮州市同鄉會，香港潮青總會
三大社團合辦的「迎新春 齊抗疫」啟動儀式，日前
在聯會上環會址舉行，以實際行動積極響應政府號
召，既向基層鄉親和市民派發福袋物資，亦發揚潮
人齊心協力精神向社會傳遞正能量，為社會和諧穩
定作出貢獻！

傳遞「迎新春齊抗疫」正能量
在香港區潮人聯會上環會所舉行的「迎新春 齊抗
疫」啟動儀式，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監事長張
仲哲，永遠會長陳南坡，常務副會長連喜慶、藍國
浩，副會長兼秘書長林其龍，副會長兼灣仔區幹事長
周錦威，常務副秘書長兼東區幹事長馬金美、南區幹
事長陳玉賢、中西區幹事長陳賢豪等出席。
啟動儀式上，眾人發揚潮人精神齊叫「迎新春 齊
抗疫」的口號，共同力遏疫情重臨，全力抗疫、重振

經濟，推動香港與國同行，重新出發。

胡池：凝聚社會力量跨過疫情難關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表示，經歷四波新冠肺炎

疫情，聯會一直凝聚各方力量派發物資，保障鄉親們
在抗疫物資上得到供應，他指，香港作為全世界人口
密度最高的城市，容易引起病毒的傳染。事實上，
香港現時抗疫形勢依舊十分嚴峻，每當香港社區出
現抗疫物資缺乏的艱難時刻，更需要愛國愛港社團
無私奉獻提供物資帶到社區，以體現凝聚各方力量
的積極作用。
「本會一直不忘初心，旗幟鮮明、愛國愛港，以凝
聚鄉親力量，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參與國家
和家鄉建設，積極與本港愛國愛港社團建立密切關係
為會務軸心，穩步發展，不斷提升影響力，每逢重大
社會事件，本會都站在最前線，發揮正能量為香港繁
榮穩定作出貢獻。例如：反暴力、支持政府修例、撐
警察嚴正執法、擁護人大常委會決定等等，作出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胡池呼籲社會各界繼續積極齊心抗疫，讓本港跨

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種種難關，助社會回復正常經
濟活動。

香港區潮人聯會於 2009 年 10 月 27 日成立。該會是由
一班潮籍人士為了弘揚潮汕文化，團結香港潮汕鄉親，共
謀發展而成立，共 250 位知名人士首長包括李嘉誠、蔡志
明、楊奮彬、陳武、郭英成、江達可等。成立宗旨是廣泛
吸納旅港潮籍人士，弘揚潮汕文化，發揚潮人精神；團結
和凝聚香港潮人，愛國愛港，敦睦鄉誼，共謀發展；積極
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擁護中央政府「一國兩制」方針，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和交流，
為服務香港、建設家鄉作出積極的貢獻。聯會至今已達近
3萬名會員，在港影響力越來越大。

敦睦鄉誼參與大灣區建設
香港區潮人聯會積極加強與粵東汕頭、潮州、揭陽、汕尾四市
的交流合作、敦睦鄉誼、共謀發展；2020年初發起「潮人出力齊
心抗疫」呼籲，成功籌募逾百萬港元，購買25萬個口罩及一萬
八千支酒精抑菌液等醫用防疫物資，捐贈家鄉，又積極以各種渠
道購買防護急需醫藥用品，捐贈特區政府、全體會員及義工。長
期以來，聯會全體同仁參與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到
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 路」建設中，同時加強聯誼合作，協
助香港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鼓勵
青年到灣區生活、學習和創業，鼓勵首長積極參與家鄉的經濟建
設，支持家鄉教育文化和慈善事業，例如永遠榮譽會長張嘉鴻投
資3000萬元在家鄉惠來建設神泉中學等。

譴責暴力履行社會責任
香港區潮人聯會關心社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去年5月進行新選民登記
工作。2020年10月初以來，發展新會員1836名，使會員人數迅速發展到
29498人，選民共24830人，成為港島區愛國愛港的一面旗幟。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這是

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需要履行的憲制責任，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責任，
因此聯會舉辦「港區維護國安法」講座，全力支持香港國安法於港實施，又
在港島四區開展街站活動，通過市民勇敢發聲，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止正義的
力量，共收集市民支持簽名3700人次。此外，為支持人大決定，踢走攬炒議
員，在聯會通過首長、省市政協委員及四區幹事長支持下，積極展開主題簽
名活動，共收集街站簽名人次達12226人，藉此發出支持人大決定的正義最強
音。

集合潮人力量同心抗疫
2020年，本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區潮人聯會於去年春
節後，在胡池會長等首長的籌劃下，發出捐贈倡議書，動員全
體同仁出錢出力，特別是聯會永遠榮譽會長紀穡輝率先捐款10
萬港元、鄭建釗捐贈口罩5萬個、鄭建盛捐贈口罩3萬個。共籌
得100萬港元、9萬個口罩及購買大批抗疫物資，免費贈送給特
區政府、粵東四市、本會全體同仁、會員義工及香港市民共達
42萬個口罩，抗菌消毒液23000支、消毒貼20000貼，口罩套
4500個。同時配合政府號召，開展「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通
過APP（即時通訊軟件）向會員發出28980條語音及文字訊息、
軟件直接通話28858次、出動義工216人次，會員預約19084人
次、集中組織215人集中檢測等，活動得到上級肯定和好評。

服務社會榮膺傑出義工獎
香港區潮人聯會下設四個幹事會，義工成員逾1500多人，通過

開展各種服務社區的活動，如盆菜宴、慈善籌款、探訪老人院等
等，既凝聚會員義工，又增強聯會的影響力和知名度，通過幾年
的努力拚搏，聯會義工工作取得顯著的成績，在第三屆會董會連
續三年（2017-2019年）榮獲香港義工聯盟團體金、銀、銅獎及傑
出義工領袖獎，榮獲香港社會福利署團體金獎基礎上，第四屆會
董會2020年再次榮獲香港義工聯盟團體金獎，胡池會長更榮獲
「傑出義工領袖獎」，代表聯會義工們弘揚社會正能量之餘，也
持續積極開展地區工作，以發展壯大會員隊伍以及加強發展青年
及婦女工作，推動與內地及家鄉經濟發展，支持家鄉經濟建設及
慈善公益等，均取得了顯著成績。

支持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
香港區潮人聯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每逢重大社會事件都發動會內義工，參與香

港社會事務站在最前線，當中包括派出全體會董及義工1500多人參與「守護香港大聯
盟」活動，為警察打氣，集氣令社會回到正軌，用實際行動傳播正能量；響應香港各區
發起「全民撐警日」，呼籲市民攜同親友前往附近警署，向警隊送上心意卡或慰問信，
向警務人員表達慰問和支持。
聯會亦有組織會員及義工2460人參加添馬公園「反暴力，救香港」大型活動；特別是在

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中，積極呼籲動員香港潮人和各界愛國愛港人士，支持行政長官
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止暴制亂，首長及義工們到美國、歐盟領事館示威抗議，並在報刊發
表了16份聲明，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作出努力。聯會亦動員力量大力支持愛國人士參選
2019年區議會、立法會，做好對接、協調、配合、支持工作，全會同仁上下一致，通過四
區八部的基層優勢，發揮龐大義工隊伍作用，為選舉工程的順利開展奠定基礎。

香 港 區 潮 人 聯 會
愛國愛港旗幟鮮明 凝聚鄉親齊心抗疫 發揮優勢貢獻家國

成立11年的香港區潮人聯會，歷年來深獲中聯辦領導及家鄉政府的支持，自2019年第

四屆會董會換屆以來，在胡池會長及各榮譽級首長和會董級首長的支持，以及全體同仁的

共同努力下，近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動義工參與

香港社會事務，並致力發展壯大會員隊伍，加強發展青年及婦女工作、積極推動家鄉經濟

發展，支持家鄉經濟建設及慈善公益等，提高了該會在社會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聯會會長胡池回顧近年會務對國家、香港及家鄉貢獻時強調，聯會將繼續努力加強內部

管理力拓會務，大力弘揚潮汕文化，發揚潮人精神，團結和凝聚鄉親，積極參與香港社會

事務，加強內部管理，堅決擁護「一國兩制」方針，並促進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和交流，為

服務香港、建設家鄉作出積極貢獻。

■香港區潮人聯會設立街站呼籲市民簽名「支持人大決定踢走
攬炒議員」

■香港區潮人聯會組織會員參與「守護香港大聯盟」活動 ■香港區潮人聯會組織義工舉辦「慶國慶賀中秋」活動

弘揚潮汕文化 發揚潮人精神

■2020年1月，香港區潮人聯會舉行「榮譽級首長迎春聯歡晚宴」，賓主共迎新春。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88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10月8日（星期四）

2020年10月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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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同仁 敬賀

銀 紫 荊 星 章
銅 紫 荊 星 章
榮 譽 勳 章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委任太平紳士

會 長：胡 池
監 事 長：張仲哲 創會會長：陳登鋒
常務副會長：陳木和 連喜慶 吳家榮 彭康層 陳鏗宇 謝曉東 藍國浩 黃鬥拼 沈振虎 徐威進
副會長兼秘書長：林其龍
副 會 長：許義良 周錦威 許玉漢 余奕雄 胡國平 陳偉杰 陳裕偉 陳禮明 王勤發 莊秉量

張詩培 陳德泰 黃 健 陳奏典 呂金房 張怡才 連興宣 姚銓浩 王科列 陳顯輝
許祥贏 曾向俊 許銘達 胡國華 陳旭然

香港區潮人聯會

熱熱 烈烈 祝祝 賀賀
本會鄉賢榮獲本會鄉賢榮獲20202020年香港特區政府授勳及委任太平紳士年香港特區政府授勳及委任太平紳士

永遠榮譽會長江達可博士, BBS, JP
永 遠 會 長陳南坡先生, JP
永遠榮譽會長魏海鷹先生
當然常務會董陳進程先生
副會長兼秘書長林其龍先生
永遠名譽會長高佩璇博士, BBS
永遠名譽會長鄭承峰博士, MH
會 員林楚昭先生, MH

銀紫荊星章銀紫荊星章
當然顧問當然顧問陳愛菁陳愛菁女士女士,JP,JP

銅紫荊星章銅紫荊星章
永遠榮譽主席永遠榮譽主席朱鼎健朱鼎健博士博士

當屆名譽顧問當屆名譽顧問馬清楠馬清楠先生先生,OStJ,SBStJ,JP,OStJ,SBStJ,JP

榮譽勳章榮譽勳章
永遠名譽會董永遠名譽會董魏海鷹魏海鷹先生先生

獲委任太平紳士獲委任太平紳士
永遠榮譽主席永遠榮譽主席高佩璇高佩璇博士博士,BBS,BBS

全體同仁敬賀

熱熱 烈烈 祝祝 賀賀
本會榮獲本會榮獲20202020年香港特區政府授勳鄉賢年香港特區政府授勳鄉賢

榮譽勳章榮譽勳章
常務副理事長常務副理事長鄭敬凱鄭敬凱博士博士
永遠榮譽社長永遠榮譽社長魏海鷹魏海鷹先生先生

獲委任太平紳士獲委任太平紳士
首席永遠榮譽社長首席永遠榮譽社長高佩璇高佩璇博士博士,BBS,BBS

熱熱 烈烈 祝祝 賀賀
本社榮獲本社榮獲20202020年香港特區政府授勳鄉彥年香港特區政府授勳鄉彥

全體同仁敬賀
政府註冊非牟利慈善機構

■香港區潮人聯會透過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向內地捐贈防疫抗
疫物資，由劉林部長（左五）代表接受。

■香港區潮人聯會設立街站呼籲市民簽名撐國安法，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左四）到場支持。

■香港區潮人聯會舉辦「港區維護國安法」講座，港島工作部
副部長陳旭斌（中）擔任主講嘉賓。

■香港區潮人聯會在北角設立街站支持國安法，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主席龔俊龍（中）到場支持。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聯同香港區潮人聯會舉辦「潮曲慶回歸，
抗疫現曙光」活動。前排中為陳振彬主席。

■香港區潮人聯會向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捐贈抗疫物資，理事長
蘇長榮（中）代表接受。

■香港區潮人聯會聯同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舉辦「贈送口罩、齊
心抗疫」活動。

■香港區潮人聯會接待汕頭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陳麗文（前排右三）一行。 ■香港區潮人聯會接待潮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徐和（右五）一行。 ■香港區潮人聯會接待揭陽市委書記葉牛平（前排中）一行 ■香港區潮人聯會接待汕尾市委常委、市城區區委書記李慶新（前排中）一行。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左一）頒授抗疫感謝狀予胡池會長

■香港區潮人聯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林其龍（左五）代表聯會，接受由中聯辨副主任何靖（中）頒授的「香港義工聯盟團體金獎」殊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向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左二）頒授「傑出義工領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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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胡池

■香港區潮人聯會捐贈抗疫物資予民建聯，由副主席張國鈞代
表接受（左六），合力派發給基層市民。

■香港區潮人聯會捐贈抗疫物資予工聯會，由主席吳秋北（左
五）代表接受，合力派發給基層市民。

■香港區潮人聯會、香港潮州市同鄉會、香港潮青總會合辦
「迎新春齊抗疫」啟動禮。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聯同香港區潮人聯會合辦「疫境．鄉情關
愛計劃」啓動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