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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梁子琪先生，JP 

名譽會長 通善壇 

名譽會長 楊炳坤先生 

當然委員 葉永成先生，SBS, MH, JP 

顧問委員 林懷榮博士，JP 

主席 林月萍女士 

副主席 李豐年先生 

副主席 楊志豪先生 

秘書 葉梓聰先生 

司庫 陳志豪先生 

委員 李正雅女士 

委員 羅文彪先生 

委員 詹漢銘先生，MH 

委員 高保麟先生 

委員 黃鈺琪女士 

委員 楊綺女士 

委員 張霆邦先生 

委員 巫江峰先生 

委員 顏婷婷女士 

委員 靳皓南大律師 

東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陳尚文先生，JP 

名譽會長 鄭勳穎先生 

主席 方仲倫先生，MH 

副主席 沈慧林先生 

副主席 鄭懷穎先生 

秘書 蔡宇秋先生 

司庫 李寧女士 

委員 張麗雯女士 

委員 陳嘉兒女士 

委員 謝芷茵女士 

委員 鄺梓澄女士 

委員 林國威先生 

委員 冼允彥先生 

委員 陳銘森先生 

委員 陳顥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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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楊蕙心女士，JP 

名譽會長 鮑誠業先生 

名譽會長 杜千送先生 

名譽會長 安慶有先生 

名譽會長 葉榮鉅先生，BBS 

名譽會長 黃子文先生 

名譽會長 鄺智航先生 

名譽會長 伍海山先生 

當然委員 鄺國威先生，MH 

顧問委員 張志坤先生 

主席 陳狄安先生 

副主席 許振隆先生 

副主席 高保麟先生 

秘書 溫羽貝先生 

司庫 黃美鳳女士 

委員 惲福龍先生，MH 

委員 許輝程先生 

委員 曹振盛先生 

委員 陳子陞先生 

委員 梁翠環女士 

委員 李卓興先生 

委員 葉錦洪先生，MH 

委員 王偉先生 

委員 吳潔盈女士 

委員 鄺銘毅先生 

葵青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鄭健先生，JP 

名譽會長 陳志新先生 

當然委員 莫仲輝先生，BBS, MH, JP 

顧問委員 盧慧蘭女士 

顧問委員 陳保龍先生 

主席 陳浩升先生 

副主席 張欽龍先生 

副主席 鄭柏強先生 

秘書 曾愛珊女士 

司庫 梁俊豪先生 

委員 許惠娟女士 

委員 陳烈輝先生 

委員 葉婉孃女士 

委員 王馥雅女士 

委員 陳樹謙先生 

委員 王柱元先生 

委員 鮑浩賢先生 

委員 蘇家樑先生 

委員 吳永雄先生 

委員 程偉堅先生 

委員 何平秩先生 

委員 黃小玲女士 

委員 潘國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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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觀塘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蔡敏君女士，JP 名譽顧問 林兆康先生，JP 

名譽會長 歐陽卓倫醫生，MH, JP 名譽會長 周耀明先生，BBS, MH 

名譽會長 林雪梅女士，MH 名譽會長 楊敏健先生 

名譽會長 黃樹源先生 名譽會長 吳泰榮博士 

名譽會長 盧麗娟女士 當然委員 陳振彬博士，大紫荊勳賢，GBS, JP 

名譽會長 杜家瑜女士 顧問委員 林建華博士，BBS, MH 

當然委員 李婉華女士 顧問委員 王雙琴女士 

顧問委員 陳銘華先生 主席 奚炳松先生，MH 

顧問委員 陳其德先生 副主席 袁慰深先生 

主席 張廣德先生 副主席 彭智聰先生 

副主席 韓佩儀女士 秘書 黃曉藍女士 

副主席 陳鳳雯女士 司庫 潘永強先生 

秘書 蕭燕樺女士 委員 楊宇思博士，MH 

司庫 彭鈺婷女士 委員 黃磊亮先生 

委員 李彥儀女士 委員 何庸亞博士 

委員 吳淑桂女士 委員 蔡子良先生 

委員 梁善瑩女士 委員 葉國鋒先生 

委員 蔡舜傑先生 委員 何英儀女士 

委員 陳濬傳先生 委員 李國偉先生 

委員 王慧敏女士 委員 麥詠瑤女士 

  委員 程驛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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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西貢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莊永桓先生，JP 名譽顧問 趙燕驊先生，JP 

名譽會長 張妙嫦律師 當然委員 張俊彥先生 

名譽會長 何國榮先生 顧問委員 黃偉德先生 

名譽會長 何德心先生，MH 主席 張志文先生 

名譽會長 盧炳揚先生 副主席 邱少雄先生，MH 

名譽會長 賴文俊律師 秘書 黃婉婷女士 

名譽會長 黃德勝先生 司庫 袁慰深先生 

當然委員 盧佩珍總監，MH 委員 關卓鉅律師 

顧問委員 梁學圃先生 委員 劉楊靜嫻女士 

主席 方奕亮先生 委員 潘秉康先生 

副主席 林竹泳女士 委員 温啟明先生 

副主席 梁翠珍女士 委員 梁子軒先生 

秘書 楊佩韻女士 委員 陳碧蘭女士 

司庫 黃增祥先生 委員 譚國偉博士 

委員 陳容珍女士   

委員 何嘉茵女士   

委員 黃滿祥先生   

委員 朱家賢先生   

委員 侯漢碩先生 
 

  

委員 許佩瑜女士 
 

委員 邱春燕女士 

委員 鄭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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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沙田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黃昕然先生，JP 名譽顧問 柯家樂女士，JP 

名譽會長 陳育明先生 當然委員 陸瀚民先生 

當然委員 劉文文女士，BBS, MH, JP 主席 吳信昌先生 

主席 黃玲敏女士 副主席 葉偉儀先生 

副主席 劉肇罡先生 副主席 陳皓揚先生 

副主席 張家欣女士 秘書 陳啟峰先生 

秘書 陳灝婷女士 司庫 羅伊琳女士 

司庫 呂國潛先生 委員 廖子聰先生 

委員 石雲龍先生 委員 陳沛楊先生 

委員 黃仲奇先生 委員 何苑斐女士 

委員 黃志誠先生 委員 吳國輝先生 

委員 凌志強先生，MH 委員 董健莉女士 

委員 虞忠正先生 委員 黃海卓先生 

委員 陳銘雄先生 委員 陳曉盈女士 

委員 岑子瑩女士   

委員 梁健樂先生   

委員 陳長杰先生   

委員 李佳穎女士 
 

  

委員 曾健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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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屯門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鄭港涌先生，JP 名譽顧問 馮雅慧女士，JP 

名譽會長 廖漢輝博士，BBS, JP 名譽會長 鄧美華女士 

名譽會長 梁晏菁女士 名譽會長 陳安立先生 

當然委員 程國豪律師 名譽副會長 蘇偉倫先生 

顧問委員 李少鶴先生 當然委員 鄺國鑑先生，MH, JP 

顧問委員 李少鋒先生 顧問委員 劉志誠先生 

主席 彭耀鈞博士 主席 陳秀鱗先生 

副主席 沈明輝先生 副主席 余大偉先生，MH 

副主席 林泳施女士 副主席 麥磊樂先生 

秘書 林春曦博士 秘書 劉燊澤先生 

司庫 劉頴欣女士 司庫 蘇偉聯先生 

委員 鍾振聲先生 委員 朱偉明先生 

委員 杜子瑩女士，JP 委員 鄭筱薇女士 

委員 吳嘉文女士 委員 陳文偉先生 

委員 陳立宜先生 委員 陳浩庭律師 

委員 鄒桂芳女士 委員 賴寶榮先生 

委員 趙文浩先生 委員 陶頌濠先生 

委員 梁樂琪女士 委員 陶騰樞先生 

委員 梁樂瑤女士 委員 劉梓琛先生 

  委員 葉維基先生 

  委員 曾慶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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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荃灣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陳巧敏女士，JP 名譽顧問 區家盛先生，JP 

名譽會長 黃欣欣女士 名譽會長 周松東先生 

名譽會長 陳佩珊女士 名譽會長 黃楚淇女士，MH 

當然委員 羅仁禮先生，MH, JP 名譽會長 林曉毅先生 

主席 潘慶輝先生，MH, JP 名譽會長 邱錦平先生，BBS, MH 

副主席 麥家銘先生 名譽副會長 湯修齊先生，MH, JP 

副主席 朱景玄先生，SBS, MH, JP 顧問委員兼 

名譽副會長 
陳偉明先生，MH, JP 

秘書 顏朗妮女士 

司庫 陳笑權先生，MH, JP 當然委員 莫建烽先生 

委員 關卓鉅律師 主席 吳翠霞女士 

委員 馮漢光先生 副主席 黃家華先生 

委員 林祿榮先生，MH 副主席 劉耀榮先生 

委員 蔡碧蕊女士 秘書 鄒長順先生 

委員 韋伊凌女士 司庫 賴文基先生 

委員 蔡鎮英先生 委員 蔡寶珠女士 

委員 李愷珞女士 委員 彭君華先生 

委員 梅少峰先生 委員 蕭志新先生 

委員 陳淑兒女士 委員 馬玉娟女士 

委員 林治彬先生 委員 楊小玲博士，MH 

委員 梁志文先生 委員 李浩東先生 

委員 蔡康年先生 委員 石國恒先生 

  委員 黃曉茵女士 

 委員 王炳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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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黃大仙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陳天柱先生，JP 名譽顧問 黃智華先生，JP 

名譽會長 朱華鳳女士 名譽會長 張齡女士 

名譽會長 林靄嫻女士，MH 名譽會長 楊文聰先生 

名譽會長 楊嘉成先生 名譽會長 楊愛珍女士 

名譽會長 王慶堅先生 名譽會長 何爵偉先生 

名譽會長 何銘超先生 當然委員 莫仲輝先生，BBS, MH, JP 

名譽會長 伍凱誠先生 顧問委員 鄒正林先生，MH 

當然委員 劉文文女士，BBS, MH, JP 顧問委員 陳勇威先生 

顧問委員 盧子安先生 顧問委員 王健儀女士 

顧問委員 陳惠儀女士 主席 魏仕成先生 

主席 李碧儀女士，MH 副主席 甘艷梅女士 

副主席 侯明勝先生 副主席 游綺文女士 

副主席 李佩儀女士 秘書 張安緯女士 

秘書 黃驊駿先生 司庫 李沛禧先生 

司庫 方貫威先生  委員 梁英群女士 

委員 李潔露女士 
 

委員 余倩韻女士 

委員 鍾詠婷女士 

 

委員 陳柏峰先生 

委員 曾耀祖先生 
 

委員 梁瑆玹女士 
   

委員 黃妙送先生 
   

委員 楊光富先生 
   

委員 林重鳴先生 
   

委員 簡仲賢先生 
   

委員 張洛林女士 
   

委員 黎偉浚先生 
   

委員 梁麗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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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油尖旺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協會職銜 姓名 協會職銜 姓名 

名譽顧問 胡天祐先生，JP 名譽顧問 余健強先生，JP 

名譽會長 賴紹昌先生 名譽會長 伍燕梅女士 

名譽會長 袁蘭芳女士，MH 名譽會長 李美辰女士，JP 

名譽會長 梁麗詩女士 名譽會長 姚逸華律師 

名譽會長 黃廸華女士 名譽會長 張新光先生 

名譽會長 方文利先生 當然委員 楊振耀先生 

名譽會長 黎耀權先生 顧問委員 謝經文先生 

名譽會長 饒隆先生 主席 張漪薇女士，JP 

名譽會長 梁明堅先生 副主席 孔昭華先生，MH 

名譽會長 陳琼林先生 副主席 郭超群先生 

名譽會長 尤啓文先生 秘書 莊淑萍先生 

當然委員 戴耀華先生，BBS, MH, JP 司庫 周惠霞女士 

主席 方志雄先生 委員 何家珍女士 

副主席 沈豪傑先生，BBS, JP 委員 何仲豪先生 

副主席 李盛白先生，BBS 委員 蔡德志先生 

秘書 蕭麗珍女士 委員 王嘉揚女士 

司庫 陳銘濤先生 委員 李潔明先生 

委員 彭敬威先生 
 

  

委員 何志偉先生  

委員 吳欽武先生 

委員 鄭振發先生 

委員 蘇偉昇先生 

委員 文亦掦先生 

委員 郭靜然女士 

委員 方詠兒女士 

委員 張偉琛先生 

委員 程翔先生 

委員 廖佩明女士 

委員 郭振洋先生 

委員 張淦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