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誉顾问 : 副总理兼安全统筹部长 张志贤 人力部长 林瑞生 财政部长 王瑞杰 教育部长 黄志明

名誉顾问 :  王志豪  许连碹博士  张思乐  许宝琨医生 马炎庆  林伟杰医生
 林瑞莲  洪维能  郑德源  朱倍庆  钟丽慧

永远名誉会长 : 张昌隆 PBM 翁烈强 吴福泰 吴南祥 蓝楚汉 郭明忠博士

唐逸刚

名誉会长 : 王源河BBM(L) 潘国驹教授 林镇成BBM 张学彬 博士PBM 陈图清 PBM 曾国和
吴皆佳 黄壮荣 洪振群 PBM, S.B.St.J 张民德 黄南德 陈辉明
洪和坤 陈喜南 PBM 黄海庆 PBM 廖锡辉 钟木坡 BBM 洪少民 PBM
黄文丰 李长豪 钟声坚 PBM 谢吉人 LYVIA YANG 陈国贤
蔡纪典 拿督斯里吴木興博士BBM 杨应法 黄建铭
吴佶财 黄伟忠 曾建权 谢楚明 JP, BBM 陈天荣博士 郭绪泽 PBM
杨应群 拿督斯里张建安PBM 林炳坤 陈国祥 陈展鹏 周华盛
黄裕翔 黄裕桂 连宗正 蔡文鸿 TAN THUAN TECK, PETER

荣誉董事 : 钟廷基 PBM 郑刘烽 PBM 刘潮湘 郑谦木 BBM 黄锡海 丘耀兴
蔡权海 PBM 谢木昌 林惠海 林家名 陈庆益 PBM 蓉　子
李庆树 陈清潮 佘绍强 拿督斯里张仰兴 PBM 杨荣基 曾继陞
吴志毅 李为万 陈荣贵 陈才群 翁木深 陈俊文
陈树生 PBM 吴荣福博士 姚俊源PBM 许伟明 NG AH SIO 许喜平
郑小明

名誉董事 : 刘特静 陈绍木 C.St. J 周景锐 BBM 许雪卿 林喜本 杨传树
陈达茂 杨木腾 吴令声 沈锐钊

法律顾问 : 陈志明高级律师
沈荣壮大律师 林亨聪大律师

会务顾问 : 郭明忠博士

会　长 : 蔡纪典
副会长 : 杨应法 黄建铭 拿督斯里吴木興 博士BBM 拿督斯里林雍杰 博士PBM 谢楚明 JP, BBM 曾建权

拿督斯里洪静源PBM 张福良

总　务 : 吴佶财
副总务 : 郭绪泽 PBM 拿督沈茂强博士

财　政 : 陈树生 PBM
副财政 : 张学彬 博士PBM 梁成辉

国内外事务（外事） : 拿督沈茂强博士

副国内外事务（副外事） : 林本煜 张思丽 张民德 蔡允中

文教组主席 : 卓林茂 JP, BBM(L)
文教组副主席 : 蔡深江 杨应群 陈丽卿

会员组主席 : 陈森泉
会员组副主席 : 郑友兴 郑勇棉

国内外事务组主席 : 拿督斯里吴木興博士BBM
国内外事务组署理主席 : 拿督沈茂强博士

国内外事务组副主席 : 吴荣福博士 郑友兴 陈展鹏 林锦全 林良新

青年团团长 : 拿督斯里林雍杰 博士PBM
青年团署理团长 : 黄   亮
青年团副团长 : 张学彬 博士PBM 辜翼枞 吕建宏 陈奂霖

商业投资组主席 : 陈展鹏
商业投资组副主席 谢锦发（律师） 姚俊源PBM

公益组主席： : 吴荣福博士

公益组副主席： 林怡豐

董　事 : 黄伟忠 洪振群 PBM, S.B.St.J 陈天荣博士 拿督斯里张仰兴 PBM 林炳坤 陈运明
郑谦木 BBM 蔡华春 PBM 郑炳树BBM 林焕章 JP, BBM(L), PB 黄耀隆 杨向明
杨秀辉 辜玠椿 郑来发 黄朝群

特别董事 : 郑浩川 吴锦裕 陈进兴 

当然董事 : 吴乔青 博士 陈岳雄

查　账 : 陈奂霖 吕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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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里林雍杰博士PBM

朱时生大律师 JP, BBM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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