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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州商會簡介

會址：香港德輔道西81-85號潮州會館9字樓 電話：2559 2188 傳真：2559 8426 電子郵箱：mail@chiuchow.org.hk 網址：http：//chiuchow.org.hk

會 長 周振基

副 會 長 張成雄 胡劍江 林宣亮 陳智文

永遠榮譽會長 陳維信 廖烈文 廖烈武 陳有慶 劉世仁
兼 當 然 會 董 劉奇喆 唐學元 葉慶忠 周厚澄 陳偉南

蔡衍濤 莊學山 馬介璋 許學之 陳幼南

榮 譽 會 長 李嘉誠 饒宗頤 吳康民 李業廣

名 譽 會 長 戴德豐 藍鴻震 劉遵義 黃麗松 徐 淦
廖烈智 汪正平

榮 譽 顧 問 高永文 陳智思 陳茂波 梁劉柔芬 陳鑑林
胡定旭 林大輝 林建岳 蔡志明 黃楚標
方 正 鄭維志 羅康瑞 羅嘉瑞 鄭維健
馬時亨 陳健波 洪克協 林建名 劉炳章

名 譽 顧 問 范上達 林順潮 陳振東 黃光苗 楊海成
蔡德河 葉國華 劉文龍 黃天榮 林輝波
黃松泉 謝中民 林輝耀 林超英 歐陽成潮
馬清煜 林廣明 廖鐵城 馬亞木 黃士心

法 律 顧 問 陳維樑 馬清楠 周卓如 莊月霓 高明東

常 務 會 董 陳捷貴 陳蕙婷 張俊勇 黃順源 劉宗明
兼各部委主任 鄭錦鐘 周卓如 馬僑生 唐大威 方 平

陳振彬 吳哲歆 黃進達 林李婉冰 葉振南

香港潮州商會第48屆會長、會董芳名表

（排名不分先後）

會 董 林赤有 蔡少洲 周博軒 陳 強 蕭成財
兼各部委副主任 陳 熹 吳少溥 高明東 馬清楠 李焯麟

林鎮洪 馬清鏗 蕭楚基 黃書銳 陳偉泉
張敬川 胡炎松 章曼琪 陳愛菁 陳德寧
林世豪

名 譽 會 董 張安德 蔡宏豪 林世鏗 鄭金源 卓訓寬
蔡 堅 邱子成

會 董 馬照祥 廖鐵城 胡楚南 林松錫 馬鴻銘
陳建源 唐大錦 莊月霓 余潔儂 林宣中
柯成睦 魏偉明 林樹庭 陳厚寶 陳森利
黃華燊 劉文文 鄭捷明 羅永順 黃志建
羅少雄 嚴震銘 朱鼎健 馬介欽 高佩璇
許平川 許崇標 陳生好 趙錦章 王文漢
周厚立 林大輝 胡澤文 楊劍青 吳茂松
張少鵬 張敬慧 張詩培 陳育明 彭少衍
葉年光 蔡少偉 謝賢團 藍國浩 丁志威
余秋偉 吳宏斌 李志強 佘英輝 林本雄
林建岳 林燕勝 姚逸明 紀英達 莊偉茵
莊健成 許慶得 陳志強 陳澤華 陳耀莊
黃仰芳 黃楚標 廖坤城 劉鑾鴻 蔡敏思
鄭合明 鄭敬凱 鄭毓和

香港潮州商會成立於1921年，是香港一百多萬潮籍鄉親中歷史最悠
久及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會員均來自香港各行各業的潮籍精英。本會
的宗旨是：敦睦鄉誼、促進工商、弘揚文化、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
救災。第48屆會長周振基博士SBS BBS太平紳士，副會長張成雄BBS、
胡劍江、林宣亮、陳智文。商會共有124名會董，下設15個部及委員會。
九十多年來，我們不斷朝着國際化、年青化及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會務。

香港潮州商會積極為會員及鄉親拓展商機，推動國際貿易。同時，在
香港開辦中小學校，在各大學設立各種獎學金，興建潮州義山，編印潮州
文獻，積極參與各項社區活動，推動公益及慈善事業，建立及資助各種文
教基金。多次捐贈巨款支援各地賑災，動員會員及鄉親支持政府依法施
政，促進與內地及海外工商團體之間的緊密聯繫。在潮汕家鄉及各地捐資
助建各種文教體育、醫療衛生等大型建設，並在內地各省巿偏遠地區捐辦
多間光彩學校。

香港潮州商會亦於1981年與東南亞各同鄉團體創辦 「國際潮團聯誼
年會」，並先後主辦首屆及第8屆年會，使潮籍鄉親從地區性合作走向國
際性合作。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亦於1999年主辦 「首屆國際潮青聯
誼年會」，並發起創辦 「國際潮青聯合會」。商會同時亦協助 「國際潮團
聯誼年會」秘書處及 「國際潮青聯合會」秘書處的工作。

香港潮州商會為了全方位促進會員及鄉親攜手團結，共同建立一個繁
榮安定的香港，在第48屆增設了婦女委員會、公民事務委員會及文化事
務委員會，在保持商會優良傳統特點的同時，亦貫徹商會與時俱進的新作
風。

亞洲金融集團執行董事
香港中華總商會第48屆常務會董
香港潮陽同鄉會第23屆會長
第2、3、4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深圳巿政協香港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選舉會議成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金融界）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粵劇發展基金投資委員會主席
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委員
東華三院顧問局投票會員
香港潮陽小學校董
潮陽百欣小學副校監

會長 周振基博士
SBS BBS太平紳士

副會長
張成雄先生BBS

副會長
胡劍江先生

副會長
林宣亮先生

副會長
陳智文先生

駿碼科技集團主席
振基電子集團主席
香港大學經濟及商學院博士
香港演藝學院榮譽博士
香港嶺南大學榮譽院士
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
上海復旦大學前校董
廣東省第7至9屆政協委員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廣東省汕頭市前政協委員
汕頭海外聯誼會榮譽會長
香港東華三院顧問及辛巳年主席
香港中華企業家協會（CEO）創會會長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YPO）前執行委員
中國港澳獅子總會前總監及華都獅子會創辦人

好世界飲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委員
教育局中式飲食業資歷架構諮詢委員會委員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員會聯誼會副會長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常務會董
香港食品商會副會長
潮僑食品業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副會長
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常設秘書處秘書長
廣東省第7、8、9屆政協委員

胡良利珠寶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
香港華都獅子會副會長
香港潮州會館中學校董
香港胡氏宗親總會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潮陽同鄉會永遠名譽會長
金銀首飾工商總會榮譽會長
香港寶石廠商會名譽會長
香港鑽石總會常務委員
香港貿易發展局珠寶業諮詢委員會委員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員
香港信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
安徽省第10屆政協委員

美德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
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兼理事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員
廣東省揭陽市第五屆政協委員
潮州會館中學校董

林鄭月娥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曾俊華GBM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

袁國強SC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

曾鈺成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

林煥光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
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主禮嘉賓

李嘉誠博士GBM太平紳士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饒宗頤教授GBM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西泠印社社長

陳有慶GBS太平紳士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

沈沖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協調部部長

曾德成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高永文B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

陳茂波MH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局長

陳偉南先生BBS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

陳幼南博士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

廖烈文
GBS太平紳士

陳維信先生
BBS MBE

廖烈武
LLD MBE太平紳士

陳有慶博士
GBS太平紳士

劉世仁
MBE 太平紳士

劉奇喆先生 唐學元先生
BBS

葉慶忠
BBS MBE太平紳士

周厚澄
GBS太平紳士

陳偉南先生
BBS

蔡衍濤先生
MH

莊學山先生 馬介璋博士
SBS BBS

永遠榮譽會長

許學之先生
BBS

陳幼南博士

黃蘭發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曾德成
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
民政事務局局長

林鄭月娥
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務司司長

敦睦鄉誼．促進工商．弘揚文化．服務社會．興學育才．扶貧救災

梁振英
GBM 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彭清華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