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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7/9/2021 14:02 整理：吳凱健 

第十三屆理事會組織架構 

名譽架構  
 

榮譽會長  羅叔清 BBS,JP(第九至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 

張學明 GBM,GBS,SBS,JP(第九至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選舉會議成員)  
温悅球 BBS,JP(選委)  

 

首席會長 蔡加讚 BBS (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名譽會長 譚錦球 GBS,SBS,JP(全國政協常委,選委)      鄧清河 SBS,BBS, JP(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李文俊 SBS,BBS,JP(全國政協委員,選舉會議成員)     嚴徐玉珊 MH      

葉俊亨     紀海鵬(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董吳玲玲 JP(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李文斌 MH,JP    吳守基 GBS,SBS, MH,JP  蘇陳偉香 SBS,BBS     

林煒珊 MH    黃楚淇(選委)    周厚立 MH,JP(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鄭卓標 BBS,JP    范駿華 JP (選委)   陳亨利 BBS,JP(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馮卓能 MH    彭少衍 MH    高佩璇 JP (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林龍安 JP(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陳嘉和    梁麗貞 
王賢訊 MH    陳上智(選委)    詹劍崙(選委) 
王  磊(選委)    周松東     閆  飛 

蔡榮星(選委)    李一萍(選委)   舒  心(選委) 

胡章宏 JP  

 

翡翠贊助人  張貽輝 
 

黃金贊助人  王庭聰 BBS,JP(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顏寶鈴 BBS,JP(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蔡素玉 BBS,JP(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鄭克和 MH(選委)  
蔡  毅 JP(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名譽顧問 譚耀宗 GBM,GBS,JP(全國人大常委,選委)     李慧琼 SBS,JP(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選委)  
張心永         李才友  
曹宏威 BBS(第九至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  劉佩瓊 BBS,JP(第九至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  
葛珮帆 BBS,JP(立法會議員,選委)     蘇西智 SBS,BBS,MH(選舉會議成員)  
吳仕福 GBS,SBS,BBS,JP(選委)       何厚祥 SBS,BBS,MH  
周玉堂 SBS,BBS,MH(區議員,選委)     羅競成 BBS,MH,JP(選委) 
鍾偉平 SBS,BBS,MH(選舉會議成員)      梁健文 BBS,MH,JP(選舉會議成員)  
楊羅觀翠 JP(選委)       黃碧嬌 BBS,MH,JP(選委) 
彭長緯 GBS ,SBS,BBS,JP(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李國鳳(區議員,選委)  
周奕希 BBS,JP        黃偉傑 MH (選委)  
李洪森 BBS(選委)       王威信 MH  
余漢坤 MH,JP(區議會主席,選委)      林曉東(選委)  

蒙建強(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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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譚惠珠 GBM,GBS,JP(第八至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簡松年 SBS,BBS,JP(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張國鈞 JP(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選委)  

 周浩鼎(立法會議員,選委)       容海恩 JP (立法會議員,選委)     

 李國英 BBS,MH,JP(選舉會議成員)      葉天養 JP(選舉會議成員)    

 伍景華          龔靜儀       

 李均榮 

 

會務顧問  成火南(選舉會議成員)    尹廣霖 BBS(選舉會議成員)   張志榮(選舉會議成員)  
王  坤 BBS,MH(選委)    梁廣熔 MH(選舉會議成員)   張志泉(選舉會議成員)  
羅建平 MH(選舉會議成員)   馮彩玉 MH(選舉會議成員)   蔡亞仲 
黃戊娣 BBS,MH,JP(選舉會議成員) 鄧夢珠      梁健文 BBS,MH,JP(選舉會議成員)  
劉克溪(選舉會議成員)   林根蘇 BBS(選舉會議成員) 

 

決策架構 
會 長  梁志祥 SBS,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選委) 
     

理事長  陳 勇 BBS,JP(全國人大代表,選委)  
 

副會長  葉順興 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選委) 周轉香 SBS,BBS,MH,JP(選委)  陶桂英 BBS,JP(選委)  

陳 平      陳國旗 BBS,JP(選委)   

陳克勤 SBS,BBS,JP (立法會議員,選委)  羅競成 BBS,MH,JP(選委)  

 

常務副理事長譚鎮國(選委) 
      

副理事長 黃碧嬌 BBS,MH,JP(選委)   鄧開榮 BBS,MH,JP(選委)  羅成煥    

   黎 陽      陳恒鑌 BBS,JP(立法會議員,選委) 何俊賢 BBS,JP(立法會議員,選委)

   劉國勳 MH,JP (立法會議員,選委)  莊元苳 MH(選委)   趙秀嫻 MH(選委)  

   雲天壯 MH(選委)    陳博智 JP(選委)    陳建業 BBS,MH (選委)  

黃偉傑 MH(選委)    潘志成 MH(選委)   李世榮 MH(選委) 

呂  堅 MH(選委)    温和輝 MH(選委)   周浩鼎(立法會議員,選委) 

        

常務理事 文裕明 MH(區議員,選委) 黎德成   袁貴才 MH  董健莉    

   張錦如 MH(選委)  楊上進(選委)  李家良(選委)  林麗芳 MH   

   曾憲康    陳惠平(選委)  祝慶台(選委) 

理事 

元朗 

馮彩玉 MH(選舉會議成員)  蕭浪鳴 MH (選委) 鄧偉明 BBS,MH  鄺月心 BBS(選委) 李月民(選委)  

陳嘉輝(選委)  馬淑燕(選委)  余仲良(選委)  黃煒鈴 袁敏兒 潘金鴻 陳志雄 倪錦輝

李耀文 陳樹鋒 郭水房 彭惠珍 林慧明 張偉琛 李煥結 梁業鵬 胡耀良 鄧文強 陳燕琼

黃綺娜 譚煒霖 陳惠清 林宏略 黃玉珍 戈雪芬 陳偉強 徐嘉興 
 

屯 門 

張恒輝 MH (選舉會議成員)  蘇愛群 MH   巫成鋒(選委) 謝永恒(選委) 陳秀雲 劉秀英 曾淑芳

黎 圖 王培靈 伍材源 林金蘭 董 楠 馬淑珠 李永恒 李鳳嬋 趙珠英 黃沛賢 陳浩庭

陳少碧 陳淑芬 陳家瑩 陳暹恒 黃燦發 周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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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陳純純(選委)  馮紹源 黃啟進 孫彩勤 呂迪明 李  琼 鄭柏強 黃麗珍 林  杰 吳功芳 
 

葵 青 

郭芙蓉(區議員,選委  ) 朱麗玲 MH(選委) 鄭  臨(選委)  李文彬 陳錦梅 賴芬芳 譚 全 林絢琛

陳耀輝 吳任豐 梁秀慧 黃引祥 

離 島 

李桂珍 MH(選舉會議成員)  布家玲(選委)  吳文傑(選委)  黃秋萍(選委)  羅貴發 羅貴喜

吳卓榮 孔憲禮 梁小群 

西 貢 

梁鳳瑜 李少彬 葉振強 陳漢民 葉浩揚 林  珍 李譚貴 馬義實 鄭瑞珍 王汝榮 林佛照 

林小媚 邱玉媚 江永泉 楊展永 連楚強 雷銘炎 梁美珍 黃貞龍 李誠慶  
 

沙 田 

曾國強(選委)  楊倩紅 MH  羅棣萱 温雲龍 潘振強 劉典祥 鄺錦榮 梁振邦  王虎生

劉德榮  陳桂文 方浩良 何偉俊 黃玉嬋 張玉瑛 易  英 靳彤彤 李德榮 
 

大 埔 

陳笑權 MH.JP(選委) 張少強 MH(選委) 胡健民 MH  劉志成 MH(選委) 余智榮 MH(選委)  

陳舜瑜(選委)  林 泉(選舉會議成員) 何國光 黃佩芬 許洪坤 譚尹林 温官球 林淑花 馬淑嫻

丁潔玫 姚錦嫦 吳華娜 吳玲蘭 梅少峰 張蘭卿 伍志華 
 

北 區 

蘇西智 SBS,BBS,MH(選舉會議成員) 姚 銘 MH(選委) 温和達(選委)  賴 心(選委)  張錦新 王 雨

蔡 培 侯漢碩 廖宇軒 陳俊霞 曾興隆 黃麗娟 柯倩儀 許淑嫻  
  

政 策 委 員 會 

社會事務委員會 主 席：黃碧嬌 BBS,MH,JP(選委)    

    副主席：陳博智 JP(選委)  潘志成 MH (選委)  

 

文化及宣傳委員會主 席：謝永恒(選委)      

    副主席：李家良(選委)   伍志華 
 

漁農政策委員會 主 席：劉金鳳(選委) 

副主席：黃元弟 MH (選委) 崔景恒(選委) 
   

婦女委員會  主 席：黃來娣     

    副主席：陳惠平(選委)  陳春艷 
        

青年委員會  主 席：王聰穎    

    副主席：李家良(選委)  徐君紹   陳浩庭 
 

豐年委員會  主 席：董惠明      

    副主席：劉瑞枝   温觀帶   胡觀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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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委 員 會 

元朗地區委員會 主 席：呂  堅 MH(選委)      

    副主席：蕭浪鳴 MH(選委) 張偉琛   徐君紹   陳幸運 

    統籌主任：胡春月(選委) 
 

 

屯門地區委員會 主 席：雲天壯 MH(選委)      

    副主席：謝永恒(選委)  劉秀英   巫成鋒(選委)  尹耀偉  

    統籌主任：尹耀偉 
 

荃灣地區委員會 主 席：黃偉傑 MH(選委)     

    副主席：華美玲(選委)  陳純純(選委)  林婉濱 

    統籌主任：羅嘉團 
 

葵青地區委員會 主 席：潘志成 MH(選委)     

副主席：鄭 臨(選委)  梁嘉銘(區議員,選委) 郭芙蓉(區議員,選委  )   

    統籌主任：張騰海 
 

離島地區委員會 主 席：羅成煥      

    副主席：吳文傑(選委)  李友信   陳嘉麗 

    統籌主任：曹紅珍 
 

漁農團體  主 席：陳博智 JP(選委)     

    副主席：陳建業 BBS,MH (選委) 楊上進(選委) 

統籌主任：蔣淑汝  
   

西貢地區委員會 主 席：莊元苳 MH(選委)     

    副主席：李家良(選委)  曾國家(選委)  胡雪蓮 

統籌主任：曾國家(選委) 
 

沙田地區委員會 主 席：李世榮 MH (選委)     

    副主席：陳偉趯(選委)  祝慶台(選委)  羅棣萱 

統籌主任：羅  瑋 
 

大埔地區委員會 主 席：黃碧嬌 BBS,MH,JP(選委)      

    副主席：張錦如 MH (選委)  劉志成 MH(選委)    胡健民 MH 

統籌主任：温官球 
 

北區地區委員會 主 席：温和輝 MH (選委)  

副主席：潘孝汶   温水平(選舉會議成員) 鄧道昆 

統籌主任：鄧道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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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理事 

元 朗 

陳汝旭(選舉會議成員) 吳肇文(選舉會議成員) 黃廣榮(選舉會議成員) 鄧夢珠 莫耀南 邱慶新 廖志明 盧 安 

陳火光 李錦文 陳樹生 黃楚峯 黃麗梅 羅茂文 周燕萍 王潤光 陳惠儀 甘文軍 黃玉梅

高俊傑 吳雨虹 郭  強 尹耀德 黃楚穎 鄧坤盛 薛昆寧 黃楚恩 李桂波 鄧耀琛 陳明仙

張昌桓 程容輝 胡麗荷 夏家鐘 吳彩屏 馬蘭卿 蘇  淵 曹宏燕 黃家銘 林偉明 賴玥均

蕭韵漩 林雲青 張麗霞 司徒駿軒 

屯門 

賴嘉汶(區議員)  陳文華 MH  程志紅 JP 葉文斌 MH(選委)    鍾  澤 陳笑玲 陳偉明 陳玉美

余秀琼 曾燕玲 周玉芳 吳美芳 郭銳鑫 張健誠 沈錦添 黃茂森 劉麗萍 謝志輝 陳玉珍

魏嘉豪 陳芳蒂 楊新滿 霍家輝 鄺慧儀 蔡承憲 杜文浩 鍾健鋒 彭少冰 方淳恩 鄧振強

梁彩瑩 

荃灣 

林發耿 MH(選舉會議成員)  黃 火 MH(選舉會議成員)  陳曉津(選委)  范振聲 羅秀芬 王志強

袁競兒 董美芳 黃玲茵 劉茂新 林錦雯 傅承孝 許學慧 張永娥 李潔蘭 伍俊瑜 伍笑琴

溫佩芳 賴琪安 

葵青 

梁嘉銘(區議員,選委) 李世隆 葉惠芬 陳惠芳 李麗容 莊佳然 伍志華 譚文志 高 麗 湯新瓊

李天娥 林映惠 梁艷紅 梁崗銘 

離島 

黎勝仔(選委)  温來喜(選委)  張德勝(選委)  陳超傑 鄺世來 楊劍青 曾家明 何燦燊

廖馬帶 黃世明 羅木根 劉宏發 黃紫蓮 陳志榮 黃施明 關寶珊 王源禮 郭慧文 羅  崑 
 

西貢 

温悅昌 BBS,MH,JP 邱玉麟 MH(選委) 温啟明(選委)  李金文 周結誼 高健華 馬志恒 李志霞

彭春喜 林自強 高定宇 潘 琳 劉麗嬋 麥成森 陳偉雄 劉寶晶 邱偉祺 莫繡安 葉琼玉

李文偉 王銀池 霍詠祺 吳東河 陳淙偉 

沙田 

葛珮帆 BBS,JP (立法會議員,選委) 林港坤(區議員,選委) 鄧家彪 BBS  楊文銳 MH(選舉會議成員)   

梁志偉(選舉會議成員) 招文亮(選委)  鄺志偉 梁劍寶 楊祥利 劉德祥 陳小珠 霍磊光 蔡錫輝

陳慧婷 黎麗芝 陳偉程 洪素娟 黃潔娣 廖桂芬 廖桂梅 董惠添 施彬彬 于淑芳 梁鏡豪

康慶華 鄭偉玲 蔡惠誠 朱煥釗 吳卓璟 姚皓兒 陳壇丹 龔美姿 吳啟泰 吳小青 袁亮成
   

大埔 

黃容根 SBS,JP(選舉會議成員)  胡綽謙(選委)     羅積佳 黃偉雄 莫淑貞 嚴懷章 李桂香 陳閏來

李桂強 王秋北 申肖玲 譚麗霞 李連英 張美琪 邱仕生 張國慧 徐志洪 鍾美蘭 張志偉

余佩閒 張浩然 何肖蘭 劉偉賢 葉飛燕 姚靜瑜 黃彩燕 鄧育珊 葉俊傑 李雅芳  
 

北區 

鄧根年 MH  高維基(區議員,選委) 藍偉良(選舉會議成員) 呂國強 王燦佳 黃燕芳 洪智烱 羅 鈞

李家愉 蔡小青 林玉萍 尹小平 彭送清 林智洋 潘孝汶 呂容枝 孔永業 胡景鵬 張美儀 
洪育賢 鄭福明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見諒指正） 

大紫荊勳章－GBM, 金紫荊星章－GBS, 銀紫荊星章－SBS, 銅紫荊星章－BBS, 榮譽勳章－MH, 太平紳士－JP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選舉會議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