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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名單  

會員號碼 會籍 姓名

17M1045-PS 名譽顧問/高級專業會員 夏永超博士

17M1049-PS 名譽顧問/高級專業會員 黎嘉恩先生IMS

會員號碼 會籍 姓名

15P1003-SL     永久會員/高級專業會員     羅聖渝女士

15P1008-SL 永久會員/高級專業會員 梁樹根博士

15M1001-L 永久會員 李慧蓮女士

15M1004-L 永久會員 袁思桐先生

15M1005-L 永久會員 方良育先生

會員號碼 會籍 姓名

15M1002-S 高級專業會員 袁漢榮先生PMSM

15M1010-S 高級專業會員 馮廣興先生

15M1017-S 高級專業會員 林之紅女士

16M1027-S 高級專業會員 陳潤深先生

16M1028-S 高級專業會員 岑泰民博士

16M1038-S 高級專業會員 徐嘉麟先生

17M1046-S 高級專業會員 曾美銀女士

18M1067-S 高級專業會員 許振光先生

19M1079-S 高級專業會員 馬定志先生

會員號碼 會籍 姓名

15M1006-P 專業會員 黎健雄先生

15M1007-P 專業會員 劉浩榮先生

15M1012-P 專業會員 葉仲鈞先生

15M1019-P 專業會員 譚永強先生

15M1020-P 專業會員 崔媚茜女士

16M1022-P 專業會員 王明德先生

16M1023-P 專業會員 李樹權先生



16M1025-P 專業會員 張永泰先生

16M1036-P 專業會員 譚國豪先生

17M1039-P 專業會員 吳為祺先生

17M1053-P 專業會員 傅智威先生

18M1056-P 專業會員 盧永亨先生

18M1058-P 專業會員 王君泰先生

18M1059-P 專業會員 王君寶女士

18M1060-P 專業會員 林煒民先生

18M1061-P 專業會員 蔡少菊女士

18M1062-P 專業會員 歐陽精祥先生

18M1063-P 專業會員 歐陽曦先生

18M1064-P 專業會員 歐陽秀彥先生

18M1065-P 專業會員 黎家聲先生

19M1069-P 專業會員 梁飛豹先生

19M1070-P 專業會員 陳詠聰先生

19M1071-P 專業會員 林志恒先生

19M1073-P 專業會員 崔凱聰先生

19M1081-P 專業會員 屈耀文先生

19M1082-P 專業會員  羅榮德先生

19M1084-P 專業會員 李詠欣女士

20M1087-P 專業會員 劉顯光先生

20M1090-P 專業會員 關子良先生

20M1092-P 專業會員 呂立棟先生 

21M1098-P 專業會員 許國豐先生

21M1099-P 專業會員 陳偉軒先生

21M1100-P 專業會員 陳德華先生

21M1101-P 專業會員 劉勝華先生

21M1102-P 專業會員 鄭韋諾先生

21M1103-P 專業會員 何嘉宏先生

21M1104-P 專業會員 蘇錦堂先生

21M1106-P 專業會員 周逸民先生

22M1108-P 專業會員 何志明先生

22M1110-P 專業會員 何振威先生

22Ｍ1116-P 專業會員 蔡耀東先生



22Ｍ1117-P 專業會員 江永輝先生

22Ｍ1119-P  專業會員 郭慶偉先生

22Ｍ1120-P 專業會員 黄秋红女士

22Ｍ1121-P 專業會員 黃錫華先生

22Ｍ1122-P 專業會員 鄺愷琳女士

22Ｍ1123-P 專業會員 陳蔓琦女士

22Ｍ1124-P 專業會員 葉琮瑋先生

22Ｍ1125-P 專業會員 楊木興先生

22Ｍ1126-P 專業會員 鄭毓元先生

22Ｍ1127-P 專業會員 蕭偉年先生

22Ｍ1128-P 專業會員 翟尚文先生

22Ｍ1129-P 專業會員 戴偉雄先生

22Ｍ1130-P 專業會員 吳育强先生

22Ｍ1131-P 專業會員 黎銘洲先生

22Ｍ1132-P 專業會員 蕭中立先生

22Ｍ1133-P 專業會員 潘敬鐮先生

22Ｍ1135-P 專業會員 林思明先生

會員號碼 會籍 姓名

15M1013-M 會員 童漢雄先生

15M1018-M 會員 廖恩溥先生

16M1026-M 會員 呂明珠女士

16M1031-M 會員 黃玉貞女士

16M1032-M 會員 盧永江先生

16M1033-M 會員 吳兆源先生

17M1050-M 會員 關偉能先生

18M1057-M 會員 陳文珊女士

18M1066-M 會員 莫華爵先生

19M1080-M 會員 蔡國英女士

20M1088-M 會員 夏忠暉先生

20M1089-M 會員 朱碧君女士

20M1091-M 會員 李錦添先生 

21M1093-M 會員 陳俊延先生



21M1094-M 會員 葉福林先生

21M1095-M 會員 高天悦女士

21M1096-M 會員 姚政豐先生

21M1105-M 會員 盧志榮先生

21M1107-M 會員 鐘寶女士

22M1109-M 會員 彭展程先生

22M1111-M 會員 麥多芬先生

22M1112-M 會員 梁詩銘女士

22Ｍ1113-M 會員 潘雄光先生

22Ｍ1114-M 會員 羅偉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