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至第十七屆會董會芳名表

本會成立於一九四八年，原稱《橡膠工商同業會》。

一九五一年改稱為《橡膠廠商同業會》。

一九五五年易名為【香港橡膠廠商會】且先後由伊景光先生、黃佐文先
生、羅展先生、黃桂先生、柳子元先生、馮繼海先生及彭錦榮先生等執行
會務工作，至一九六五年改組為【香港橡膠廠商會有限公司】。

1948

1951

1965

2005

1977

1955

改組為【香港橡膠廠商會有限公司】。

二零零五年八月份改稱【香港鞋業商會有限公司】。

一九七七年正式命名並註冊為【香港橡膠暨鞋業廠商會有限公司】。

第一屆 1977-1978

第二屆 1978-1980

永遠名譽會長.........................	 黃				桂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
名譽會長	 安子介、胡文瀚、謝伯昌
	 黃保欣、馮繼海、黃森輝
會				長....................................	 鄧兆明
副會長....................................	 張				廷

總務部長................................	 植深儉
副總務部長............................	 梁洪基
財務部長................................	 譚瑞祺
福利部長................................	 麥				志
審核部長................................	 周成泰
研究部長................................	 張				錦

常務會董................................	 陳永安
	 趙柏光、張殿書、嚴燦枝
	 鄔友德、黃漢勳、柳存智
	 鄭帝倫、謝				熹、陳			彪
	 馮				成、魯德仁、黃江憲

永遠名譽會長..........	 黃				桂、柳子元
名譽會長...	 安子介、胡文瀚、謝伯昌
	 黃保欣、馮繼海、黃森輝
主				席....................................	 黃				桂
會				長....................................	 鄧兆明
副主席.....................	 胡				東、黃森輝
副會長.....................	 周				敏、何烈炘
	 張殿書、張				廷

總務部長................................	 植深儉
副總務部長............................	 陳永安
財務部長................................	 譚瑞祺
副財務部長............................	 趙柏光
福利部長.................................	 麥				志
副福利部長.............................	 高				顯
審核部長................................	 何滿權
副審核部長.............................	 梁洪基
生產研究部長.........................	 張				錦

副生產研究部長.......	 陳德富、黃				衡
貿易發展部長.........................	 嚴燦枝
副貿易發展部長.......	 鄔友德、周德導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麥兆棠
常務會董...	 周成泰、黃江憲、馮				成
	 柳存智、謝				熹、馮繼海
	 梅			榮、卜				深、羅				展
	 雷				標、顏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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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1980-1982

1982-1984第四屆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黃				桂
名譽會長	 黃保欣、倪少傑
	 馮繼海、何烈炘
主				席....................................	 何烈炘
會				長....................................	 周				敏
副主席.....................	 植深儉、張				廷
副會長.....................	 張				錦、鄔友德
	 馮				成、嚴燦枝
總務部長................................	 蘇鏡清
副總務部長..............	 陳永安、陳				綿

第五屆 1984-1986
財務部長................................	 譚瑞祺
副財務部長..............	 何世明、雷				標
福利部長................................	 麥				志
副福利部長..............	 陳永炎、簡				輝
審核部長................................	 何滿權
副審核部長..............	 梅				榮、高				顯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馮繼海、黃江憲
生產研究部長.........................	 張殿書
副生產研究部長.......	 韓成城、梁洪基

貿易發展部長.........................	 胡				東
副貿易發展部長.......	 周成泰、謝				熹
康樂部長................................	 趙柏光
副康樂部長.............................	 麥兆楠
	 黃				衡、黃北球
化工顧問................................	 利燕樓
科技顧問................................	 孫惠國
法律顧問..................	 陳鈞洪、曾振球
商務顧問................................	 馬				良
會務顧問..................	 黃森輝、羅				展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黃				桂
名譽會長.................	 何烈炘、黃保欣
	 朱祖涵、馮繼海
主				席....................................	 何烈炘
會				長....................................	 周				敏
副主席.....................	 植深儉、張				廷
副會長.....................	 鄔友德、嚴燦枝
	 馮				成、趙柏光
總務部長................................	 蘇鏡清
副總務部長..............	 陳永安、陳				綿

第六屆 1986-1988
財務部長................................	 譚瑞祺
副財務部長...............	 簡				輝、梁洪基
福利部長.................................	 麥				志
副福利部長..............	 陳永炎、梁錫權
審核部長................................	 何滿權
副審核部長..............	 黃北球、張殿書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馮繼海、黃江憲
生產研究部長.........................	 何世明
副生產研究部長.....................	 高				顯
	 胡				東、練達生

貿易發展部長.........................	 張				錦
副貿易發展部長.......	 謝				熹、周成泰
康樂部長.................................	 韓成城
副康樂部長.............	 麥兆楠、	鄺汗華
化工顧問.................................	 利燕樓
科枝顧問.................................	 孫惠國
法律顧問..................	 陳鈞洪、曾振球
商務顧問.................................	 馬				良
會務顧問..................	 黃森輝、羅　展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黃				桂
名譽會長..................	 何烈炘、黃保欣
	 司徒輝、馮繼海
主				席....................................	 何烈炘
會				長....................................	 周				敏
副主席.....................	 馮				成、植深儉
副會長....................	 .鄔友德、蘇鏡清
	 趙柏光、嚴燦枝
總務部長................................	 麥				志
副總務部長..............	 陳永安、梁錫權

第七屆 1988-1990
財務部長................................	 譚瑞祺
副財務部長..............	 簡				輝、梁洪基
福利部長................................	 張				錦
副福利部長..............	 陳永炎、彭				遠
審核部長.................................	 黃北球
副審核部長..............	 張殿書、何滿權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馮繼海、高				顯
生產研究部長...................	 何世明
副生產研究部長.......	 胡				東、練達生

貿易發展部長.......................	 ..鄺汗華
副貿易發展部長.......	 謝				熹、高				柱
康樂部長................................	 	韓成城
副康樂部長	 麥兆楠、陳德富
化工顧問................................	 利燕樓
科技顧問................................	 孫惠國
法律顧問..................	 陳鈞洪、曾振球
商務顧問................................	 馬				良
會務顧問................................	 黃森輝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黃				桂
名譽會長...	 黃保欣、胡文瀚、唐翔千
	 倪少傑、鄧兆明
主				席....................................	 柳子元
會				長....................................	 何烈炘
副主席.....................	 黃森輝、胡				東
副會長.....................	 張				廷、周				敏
	 張				錦、植深儉

總務部長................................	 嚴燦枝
副總務部長..............	 陳永安、陳				綿
財務部長................................	 譚瑞祺
副財務部長..............	 趙柏光、周成泰
福利部長................................	 麥				志
副福利部長............	 高				顯、雷				標
審核部長................................	 何滿權
副審核部長..............	 簡				輝、梁洪基

生產研究部長.........................	 張殿書
副生產研究部長.......	 顏				南、黃				衡
發展貿易部長.........................	 鄔友德	
副發展貿易部長.......	 謝				熹、周德導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蘇鏡清、馮				成
康樂部長................................	 梅				榮
副康樂部長..............	 麥兆棠、卜				深

永遠名譽會長..........	 黃				桂、柳子元
名譽會長...	 黃保欣、倪少傑、唐翔千
	 胡文瀚、馮繼海、鄧兆明
主				席....................................	 柳子元
會				長....................................	 何烈炘
副主席.....................	 黃森輝、植深儉
副會長.....................	 張				廷、周				敏
	 張				錦、鄔友德

總務部長................................	 嚴燦枝
副總務部長..	 陳永安、蘇鏡清、陳永炎
財務部長................................	 譚瑞祺
副財務部長..............	 趙柏光、何世明
福利部長................................	 麥				志
副福利部長..............	 高				顯、雷				標
審核部長................................	 張殿書
副審核部長..............	 何滿權、梁洪基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麥兆棠、馮				成
生產研究部長.........................	 簡				輝
副生產研究部長.......	 胡				東、陳				綿
貿易發展部長.........................	 周成泰
副貿易發展部長.......	 謝				熹、黃江憲
康樂部長................................	 梅				榮
副康樂部長..	 黃				衡、馮繼海、顏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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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 1996-1998
永遠名譽會長.........................	 黃				桂
	 何烈炘、周				敏
名譽會長...	 梁欽榮、黃保欣、馮繼海
	 周成泰、羅				展、謝				熹
	 馮				成、練達生、植深儉
主				席....................................	 鄧劍群
會				長....................................	 張				錦
副主席.....................	 梁洪基、鄧兆明
	 麥				志、徐少文

副會長......	 韓成城、蘇鏡清、高				柱
	 趙柏光、何偉倫、張殿書
總務部長................................	 練耀華
副總務部長.............................	 鄧灼培
	 葉喬柱、植漢輝
財務部長.................................	 陳永炎
副財務部長	 羅子錦、貝友平
福利部長.................................	 文				濤
副福利部長..	.林仲樂、王炳章、馮紹津
審核部長.................................	 何世明

副審核部長..............	 梁炳有、羅				棉
公共關係部長.........................	 岑光磊
副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鄺汗華
生產研究部長..........................	 何賜駒
副生產研究部長	 胡				東、劉志良
貿易發展部長..........................	 馮永逸
副貿易發展部長	 梁				鑑、盧灼多
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蔡國強
副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梁錦華	
	 陳永文、任棟賢

第八屆 1990-1992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黃				桂
名譽會長..................	 黃保欣、梁欽榮
	 	謝				熹、馮繼海、何烈炘
	 周成泰、馮				成、羅				展
主				席....................................	 周				敏
會				長....................................	 鄧劍群
副主席.....................	 練達生、植深儉
副會長.....................	 張				錦、蘇鏡清
	 鄔友德、嚴燦枝

第九屆 1992-1994
總務部長................................	 周經泰
副總務部長..............	 簡				輝、鄧兆明
財務部長.................................	 潘				榮
副財務部長..............	 陳永安、麥兆楠
福利部長.................................	 彭				遠
副福利部長..............	 羅子錦、文				濤
審核部長................................	 張殿書
副審核部長..............	 梁洪基、盧灼多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胡				東、鄺汗華
生產研究部長.........................	 韓成城
副生產研究部長.......	 陳永炎、何世明
貿易發展部長.........................	 謝立基	
副貿易發展部長.......	 趙柏光、馮永逸
康樂部長................................	 麥				志
副康樂部長............................	 何偉倫
	 高				柱、蔡國強

第十屆 1994-1996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黃				桂
	 何烈炘、周				敏
名譽會長..................	 梁欽榮、黃保欣
	 馮繼海、周成泰
	 羅				展、謝				熹、馮				成	
主				席....................................	 鄧劍群
會				長....................................	 張				錦
副主席.....................	 練達生、植深儉
	 韓成城、梁洪基

副會長.......	 鄔友德、趙柏光、鄧兆明
	 鄺汗華、蘇鏡清、謝立基
總務部長.................................	 周經泰
副總務部長...	盧灼多、梁				鑑、鄧灼培
財務部長.................................	 潘				榮
副財務部長..............	 陳永安、羅子錦
福利部長.................................	 彭				遠
副福利部長..	文				濤、陳永炎、林仲樂
審核部長.................................	 張殿書
副審核部長..............	 何世明、岑光磊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何偉倫、高				柱
生產研究部長.........................	 胡				東
副生產研究部長.......	 馮永逸、周				敏
貿易發展部長.........................	 蔡國強
副貿易發展部長.......	 徐少文、馮紹津
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麥				志
副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麥兆楠
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何賜駒、徐文川

永遠名譽會長........................	 黃				桂
	 何烈炘、周				敏、羅				展
	 馮繼海、馮				成、植深儉
名譽會長..................	 黃保欣、梁欽榮
主				席...................................	 鄧劍群
會				長...................................	 張				錦
副主席.....................	 鄧兆明、梁洪基
	 何世明、梁錦華
副會長.......	 趙柏光、練耀華、高				柱
	 蘇鏡清、陳永文、梁炳有

第十二屆 1998-2000
總務部長................................	 何偉倫
副總務部長...	植漢輝、葉喬柱、張殿書
財務部長.................................	 陳永炎
副財務部長	 盧灼多、梁				鑑
福利部長.................................	 文				濤
副福利部長.............................	 馮紹津
	 羅				棉、任棟賢
審核部長.................................	 羅子錦
副審核部長..............	 鄧灼培、郭尚賢
公共關係部長..........................	 胡				東

副公共關係部長.......	 王炳章、馮永逸
生產研究部長.........................	 岑光磊
副生產研究部長.......	 劉志良、彭				遠
貿易發展部長.........................	 鄺汗華
副貿易發展部長.......	 梁永銳、羅偉海
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何賜駒
副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蔡國強
	 貝友平、	韓玉棠
法律顧問.................................	 鍾沛林
會務顧問.................................	 韓成城

永遠名譽會長..........	 柳子元、黃				桂
名譽會長...	 黃保欣、朱祖涵、何烈炘
	 馮繼海、謝				熹
	 羅				展、周成泰
主				席....................................	 馮				成
會				長....................................	 周				敏
副主席.....................	 植深儉、張				錦
副會長.....................	 蘇鏡清、鄧劍群
	 趙柏光、鄔友德
總務部長.................................	 麥				志

副總務部長...............	 陳永炎、練達生
財務部長.................................	 周經泰
副財務部長...............	 陳永安、梁洪基
福利部長.................................	 簡				輝
副福利部長..............	 彭				遠、潘				榮
審核部長.............................	 ....張殿書
副審核部長..............	 盧灼多、謝立基
公共關係部長.........................	 鄭帝倫
副公共關係部長......	 鄺汗華、羅子錦
生產研究部長.........................	 韓成城

副生產研究部長.......	 高				柱、胡				東
貿易發展部長.........................	 嚴燦枝
副貿易發展部長.......	 鄧兆明、何滿權
康樂部長................................	 何世明
副康樂部長..............	 麥兆楠、何偉倫
化工顧問................................	 利燕樓
科技顧問................................	 孫惠國
法律顧問...	 陳鈞洪、曾振球、鍾沛林
商務顧問................................	 馬				良
會務顧問...	 黃森輝、張				廷、譚瑞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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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 2000-2003

第十四屆 2003-2006

第十五屆 2006-2009

永遠名譽會長.............	黃保欣、馮繼海
	 周				敏、鄧劍群、張				錦
名譽會長.....................	陳智思、呂明華
	 趙柏光、蘇鏡清
名譽會長兼法律顧問...............	鍾沛林
主				席......................................	高				柱
會				長......................................	方志剛	

第十六屆 2009-2012
副主席........................	練耀華、王麒麟
	 馮永逸、陳官勝
	 張國坤、王				偉、楊其福
副會長........	 廖肇路、魏基樂、馮紹清	
	 植建翔、陳公順、黃焯榮
	 李志華、莊永耀
總務部長...................	盧松柏、李業裕
財務暨福利部長......................	徐文川
	 陳永文、吳少權

審核部長...張永明	、	梁志偉、劉惠東
公共關係部長..........................	杜文忠
	 伍達志、鄭恩慈
生產研究部長..........................	馮志強
	 鄭				健、區振權
海外投資暨貿易發展部長.......	張煒傑
	 馮宇超、陳嘉俊
會務顧問.................	 彭				遠、鄧灼培
	 梁錦華、韓成城、文				濤

永遠名譽會長..........	黃保欣、馮繼海
	 周				敏、鄧劍群	
	 張				錦、高				柱
名譽會長...	陳智思、呂明華、蘇鏡清
名譽會長兼法律顧問..............	鍾沛林
榮譽主席...............................	梁耀華
主				席...................................	方志剛
會				長...................................	張煒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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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練耀華、廖肇路
	 王				偉、盧松柏、魏基樂
	 植建翔、黃焯榮、林文禪
副主席.....................	王麒麟、陳官勝
	 馮永逸、張國坤、馮紹清
	 陳永文、馮志強、陳公順
總務部長...	杜文忠、鄭				健、陳棋垣
財務暨福利部長......	張志明、吳少權

海外投資/貿易發展部長.........	楊其福
	 李志華、馮宇超
生產研究部長.........................	蔡漢武
	 張永明、伍達志
審核部長................................	梁志偉
審核部長.................	譚浩鈞、馬瑞達
公共關係部長..........	劉惠東、梁景泉
會務顧問.................	韓成城、文				濤

永遠名譽會長..........	黃保欣、馮繼海
	 周				敏、張				廷
	 鄧兆明、馮				成
名譽會長...	呂明華、鄧劍群、嚴燦枝
名譽會長兼法律顧問..............	鍾沛林
常務會董兼會務顧問..............	韓成城
主				席....................................	張				錦
會				長....................................	高				柱
副主席........	鄧灼培、何賜駒、陳官勝
	 梁錦華、趙柏光、任棟賢

副會長........	陳永文、鄺汗華、練耀華
	 徐文川、方志剛、植建翔
總務部長.................................文				濤
副總務部長..............	蘇鏡清、馮紹清
財務部長.................................	何偉倫
副財務部長.............................	梁				鑑
福利部長.................................	彭				遠
副福利部長...............	李業裕、馮紹津
審核部長.................................	梁炳有
副審核部長.............	馮永逸、	韓玉棠

公共關係部長..........................	王麒麟
副公共關係部長........	林文輝、羅偉海
生產研究部長..........................	何文祖
副生產研究部長.......	彭玉波、劉志良
貿易發展部長..........................	廖肇路
副貿易發展部長.......	張永明、張偉枝
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魏基樂
副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吳少權
	 岑光磊

永遠名譽會長...........	黃保欣、馮繼海
	 周				敏、馮				成
	 鄧劍群、張				錦
名譽會長...................	陳智思、呂明華
名譽會長兼法律顧問...............	鍾沛林
主				席.....................................	高				柱
會				長.....................................	方志剛	
副主席.......	趙柏光、鄧灼培、王麒麟
	 陳官勝、梁錦華、馮永逸

副會長.......	鄺汗華、練耀華、廖肇路
	 植建翔、馮紹清、魏基樂
總務部長..................................	蘇鏡清
副總務部長..............................	譚偉英
財務部長..................................	張永明
副財務部長..............................	馮紹坤
福利部長.................................	文				濤
副福利部長...............	彭				遠、楊其福
審核部長.................................	韓玉棠
副審核部長..............................吳少權

公共關係部長..........................	彭玉波
副公共關係部長.......................	林文輝
生產研究部長..........................	羅偉海
副生產研究部長.......................	劉志良
貿易發展部長..........................	莊文議
副貿易發展部長.........	馮宇超、高偉業
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梁志偉
副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張賽娥
	 李業裕
會務顧問....	韓成城、陳永文、徐文川

永遠名譽會長..........	黃				桂、何烈炘
	 周				敏、馮繼海
	 馮				成、植深儉
名譽會長...	黃保欣、陳永祺、鄧劍群
主				席....................................	張				錦
會				長....................................	高				柱
副主席.....................	鄧兆明、蘇鏡清
	 鄧灼培、任棟賢
副會長.......	練耀華、鄺汗華、陳永文
	 趙柏光、何偉倫、植漢輝

總務部長................................	梁炳有
副總務部長..............	貝友平、韓玉棠
財務部長................................	梁錦華
副財務部長.............................徐文川
福利部長................................	文				濤
副福利部長.............................彭				遠
	 李				深、馮紹津
審核部長................................	梁永銳
副審核部長............................	羅偉海
	 王邦奎、張尤慶

公共關係部長.........................	胡				東
副公共關係部長.......	林景培、方志剛
生產研究部長.........................	何賜駒
副生產研究部長.....................	岑光磊
貿易發展部長.........................	梁				鑑
副貿易發展部長.......劉志良、郭尚賢
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梁洪基
副海外投資發展部長..............	馮永逸
	 林興盛、吳少權
法律顧問.................................	鍾沛林
會務顧問.................................	韓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