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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  董建華 
理事長：  盧文端 
會長：  黃英豪 
監事長：  林建岳 
執行會長：  姚志勝 
創會理事長：楊孫西 
創會會長：  高敬德 
創會監事長：霍震寰 
榮譽會長：  施祥鵬 
首席顧問： 
曾憲梓  范徐麗泰  曾鈺成  吳康民  
梁愛詩  唐英年  陳永棋  劉漢銓  
余國春  洪祖杭  戴德豐  林樹哲  
胡定旭  劉長樂  羅范椒芬  蔡冠深  
許榮茂  吳清輝  陳有慶  林廣兆  
計佑銘  施子清  何志平  黃宜弘  
李家祥  唐偉章  陳守仁  張信剛  
黃健華 
會務顧問： 
孔慶平  尹德勝  方  方  王 鳴  
王明洋  王敏剛  王敏賢  王曉玉  
王樹成  田北辰  石漢基  朱李月華
朱蓮芬  吳亮星  吳  歡  李民斌  
李秀恒  李宗德  李國強  李國章
李嘉音  李賢義  周永健  周安達源  
周梁淑怡  林光如  林貝聿嘉  林健鋒  
林淑儀  林銘森  邱維廉  侯伯文  
姚祖輝  姜在忠  胡葆琳  孫必達  
袁  武  馬逢國  馬豪輝  區永熙  
張家敏  張國良  張華峰  張閭蘅  
張學武  梁亮勝  梁偉浩  莊紹綏  
許智明  許漢忠  陳成秀  陳坤耀  
陳金烈  陳經緯  曾文仲  湯恩佳  
馮丹藜  馮華健  黃友嘉  黃玉山
黃茂雄  黃國健  黃景強  黃紫玉  
楊孝華  楊志紅  楊海成  楊  釗
楊耀忠  葉國謙  葉順興  董利翔  
雷添良  劉宇新  劉佩琼  劉廼強  
蔡素玉  蔡德河  鄭  禕  鄭耀棠  
盧温勝  盧瑞安  龍子明  鍾瑞明  
藍鴻震  羅叔清  譚錦球 
常務副會長： 
王國強  蔣麗芸  何志明  吳良好  
曾智明  陳曉穎  李君豪  郭英成
陳亨利  黃朝陽  容永祺  蔡  毅  
李文俊 
副會長： 
陳紅天  余鵬春  劉永碧  魏明德  
王亞南  陳  武  吳永嘉  黃煥明  
施榮忻  楊華勇  鄭蘇薇  黃若虹  
陳聰聰  余建明  蘇永安  吳天賜  
紀曉波  王少華  裘  強  陳青東  
施錦彪  楊  休  李冠華  張建華  
陳建強  溫家瓏  陳正龍 
秘書長：暨嘉華 
副秘書長： 
吳軍捷  尹樹廣  盛一平  王  松  
陳錦雲 
副監事長： 
施榮懷  施錦象  鍾沛林  施錦玲 
司庫：王國強 (兼) 
義務法律顧問：吳永嘉(兼) 
總幹事：伍  君 
監事： 
王少秋  王耀瑩  施少文  莊海源  
黎錦文 
常務理事： 
方秋雲  王祿誾  丘應樺  何超盈
吳美蘭  吳麗鳳  岑永生  李和協  
李延生  李偉杰  季霆剛  林永佳  
林自強  林孝賢  林紹奮  林菁菁
林顥伊  林  燁  林耀明  邵俊杰  
姚道義  施展望  施維雄  柯達權  
洪麗孟  胡國祥  范仁達  徐世樑  
張壽文  張  蓓  許鎮江  郭俊沂  
陳子珍  陳民強  陳志灼  陳延邦  
曾  琦  湯麟華  黃  宏  黃勵騰  
廖漢輝  劉木蘭  劉志偉  鄧予立  
鄧咏駿  盧金榮  蕭聖立 
理事 
(名單略) 

簡訊（2014.8） 

本會組團參加「8.17 和平普選大遊行」 

在盧文端理事長、黃英豪會長、林建岳監事長、姚志勝執

行會長等的率領下，本會組團參加了｢8.17 和平普選大遊行｣。 

是日的維多利亞公園，艷陽高照，氣溫在 30 度以上，但 6 個

大球場一早已滿，連旁邊的草地上也聚滿市民。本會團隊中，有

邀請好友一同結隊的會員，有特地從內地趕來的青年學生，有放

下公司要務前來的高管，有已年邁的退休人士，更有盧理事長、

黃會長等偕同家人匯聚維園，與逾十萬市民共同表達｢和平普選｣

的意愿。眾人高舉旗幟，揮灑汗水，以行動支持實行和平普選，

一陣陣此起彼落的口號在維園盪漾，一幕幕令人振奮的影像盡入

眼簾。 

 

我們隨著浩蕩的遊行隊伍從維園出發，儘管我們的人數不

敵數十年歷史的大型社團，但我們堅信，聚沙成塔，知微見著。

我們正在用堅實的｢腳步｣踏出和平普選的康莊大道。  

    

▲  盧文端理事長（左二）和周融（左三）等合影。      ▲  黃英豪會長 (左 )與吳軍捷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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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岳監事長 (中 )出席遊行。                        ▲  姚志勝執行會長 (左 )與方三馨理事合照。  

  

▲  左起：李君豪常務副會長、楊孫西創會理   ▲  陳經緯會務顧問 (中 )、王國強常務副會長 (右 )出席開幕  

事長、吳良好常務副會長。                  禮。  

  
▲  盧文端理事長攜家眷 (右圖 )、黃英豪會長攜兒子 (左圖 )出席。  

▲  遊行隊伍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