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同鄉會大廈籌建捐款芳名錄（第四期） 

自六十五年七月一日至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樂助新台幣五十萬元者 

台灣：林國長（認助新台幣六十萬元先交五十萬元） 

 

樂助新台幣四十萬元者 

台灣：顏 雄（認助新台幣六十萬元先交四十萬元） 

 

樂助新台幣三十七萬九千五百元者（美金一萬元） 

美國：芝城安良工商會 

 

樂助新台幣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九十元者 

香港：向華炎 

 

樂助新台幣十萬零五千零六十元者 

香港：譚述渠（祝壽禮金移贈） 

 

樂助新台幣十萬元者 

泰國：鄭午樓 

香港：江茂森（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五萬元，本期樂助五萬元，合計十萬元）、 

   李曜華 

台灣：趙資香、申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助新台幣八萬六千八百四十元者 

香港：譚 華（前年樂助五萬四千六百元，本期樂助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元， 

   合計八萬六千八百四十元） 

 

樂助新台幣七萬五千九百元者（美金二千元） 

美國：陳國琨 

 

樂助新台幣五萬元者 

香港：馬啟鵬（六十四年十月先交二千五百元，本期樂助四萬七千五百元， 

   合計五萬元）、僑港惠州同鄉總會 

台灣：余漢謀（六十三年七月樂助三萬元，本期樂助二萬元，合計五萬元） 

      紅寶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六十三年七月樂助二萬元，本期樂助三萬 

   元，合計五萬元）、許振光 

 

樂助新台幣四萬三千四百元者 

台灣：李揚敬（六十三年樂助二萬三千四百元，本期樂助二萬元，合計四萬 

   三千四百元） 

 

樂助新台幣三萬八千元者 

香港：關能創（第一期樂助一萬元，本期樂助二萬八千元，合計三萬八千元） 

 

樂助新台幣三萬七千九百五十元者（美金一千元） 

美國：陳兆瓊、梁傳義、梁傳仰、陳孟照、美國桃園公司、陳顯銘夫人、 

   梅忠和 



 

樂助新台幣三萬元者 

香港：譚傑南 

台灣：許紹勤（六十四年七月樂助二萬元，本期樂助一萬元，合計三萬元）、 

   雲倬飛 

 

樂助新台幣二萬五千元者 

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十三年五月樂助五千元、本期再助二萬元，合計二萬 

   五千元） 

 

樂助新台幣二萬三千七百五十元者 

加拿大：李日如（六十四年七月樂助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元，本期再助五千元 

    ，合計二萬三千七百五十元） 

 

樂助新台幣二萬三千三百四十元者 

香港：陳基強 

 

樂助新台幣二萬元者 

香港：張軍光（六十三年七月樂助一萬元，本期再助一萬元，合計二萬元） 

日本：龐柱琛 

台灣：孫麗蓮、雷榮昌、阮 欽、劉世達、林希哲 

 

樂助新台幣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六元者 

美國：黃仁俊（祝壽製屏餘款移贈） 

樂助新台幣一萬九千元者 

泰國：符紹登、韓演豐、雲昌任 

 

樂助新台幣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五元者（美金五百元） 

美國：方忠達、紐約利源公司、黃社湊 

加拿大：中國國民黨駐加拿大錦碌分部 

 

樂助新台幣一萬六千四百元者 

香港：馮志強 

 

樂助新台幣一萬五千七百元者 

香港：張劍拔 

 

樂助新台幣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元者 

香港：元朗惠州花炮會 

 

樂助新台幣一萬五千二百元者 

香港：劉永駒 

 

樂助新台幣一萬五千元者 

香港：董有祥（六十四年十月樂助一萬元，本期再助五千元，合計一萬五千 

   元）、歐偉生 

泰國：柯居正（六十五年一月樂助一萬元，本期再助五千元，合計一萬五千 

   元） 

台灣：王雲五（六十三年五月樂助五千元，本期再助一萬元，合計一萬五千 



   元） 

 

樂助新台幣一萬三千七百元者（日幣十萬元） 

日本：李晉輝 

 

樂助新台幣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元者 

香港：馮暖冬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元者 

香港：致生公司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元者（美金三百元） 

美國：伍耀柱、許謀安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零五十元者 

香港：勞耀華（六十四年八月樂助一千元零五十元，本期樂助一萬元，合計 

   一萬一千零五十元）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元者 

香港：勞家鉅（六十四年八月樂助一千元，本期樂助一萬元，合計一萬一千 

   元）、 

   香港勞氏宗親會（六十四年八月樂助一萬元、本期樂助一千元合計一 

   萬一千元）、 

   勞 德（六十四年八月樂助五千元，本期樂助六千元，合計一萬一千 

   元）、邱漢添 

台灣：黃顯灝（六十三年樂助一千元，本期樂助一萬元，合計一萬一千元）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一十六元二角五分者 

加拿大：林西屏（六十三年十月樂助四千二百一十六元二角五分，本期樂助 

    五千八百元，合計一萬零一十六元二角五分）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八百元者 

大溪地：大溪地華僑回國慶賀團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四十元者 

香港：李英揚（六十四年十一月樂助七千五百四十元，本期樂助二千五百元 

   ，合計一萬零四十元） 

 

樂助新台幣一萬元者 

香港：億信行、李 明、朱振耀、梁子珍、丘元榮、僑港英德同鄉會、龍 達、 

     朱建平（六十三年十二月樂助五千元，本期樂助五千元，合計一萬元）、 

   韓文勝、鄒殿邦 

加拿大：余超平、余聶瑞杏、余春池、甄永星 

牙買加：曾公義 

大溪地：蕭九如 

澳洲：劉偉屏 

印尼：黃根源 

留尼旺：陳煥章 

台灣：黃 琳（六十四年三月樂助五千元，本期加捐五千元，合計一萬元） 



   何叔榮、劉文俊、鄧華振、毛松年、陳伯英、何守庸、陳肇榮、 

   鄧冠雄、謝玉裁、陳鴻鐸、周文璣、周肇源、 

    

樂助新台幣九千八百八十元 

泰國：陳秋財 

 

樂助新台幣九千七百三十七元五角者 

加拿大：陳慧明（六十三年十月樂助四千七百三十七元五角，本期樂助五千 

    元，合計九千七百三十七元五角）、 

    甄庸甫（六十三年十月樂助四千七百三十七元五角，本期樂助五千 

    元，合計九千七百三十七元五角） 

 

樂助新台幣九千五百元者 

泰國：雲大珍、陳昌耀、符大光 

 

樂助新台幣九千四百八十七元者（美金二百五十元） 

美國：李海峰、周重民、梁傳禮、陳子超、紐約公司、紐約暢然公司 

澳洲：黃樹德、黃鍾婉如 

加拿大：陳濟民 

 

樂助新台幣九千二百一十六元二角者 

加拿大：胡彩星（六十三年十月樂助四千二百一十六元二角，本期樂助五千 

    元，合計九千二百一十六元二角） 

 

樂助新台幣七千七百七十元者（港幣一千元） 

香港：徐少羣、林偉培、黃俠民 

 

樂助新台幣七千七百四十元者 

馬來西亞：岑啟銘、陳孟利、黃老奮（三人合助）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九十元者（美金二百元） 

美國：李傑生、陳孟趣、保地磨安良工商會、林鴻樹、欖城安良工商會、 

   伍尚普、梅恭已、陳榮壽、梅宗源、伍時衍、李國智、翁錚忠、 

   何恕如 

樂助新台幣六千元者 

台灣：梁子衡、劉灼熙、中山小學 

香港：九龍鮮魚商會 

 

樂助新台幣五千七百元者 

泰國：蔣應彥、陳慶樁 

 

樂助新台幣五千六百九十二元五角者（美金一百五十元） 

美國：陳利良 

 

樂助新台幣五千六百一十五元五角者 

加拿大：黃衛青（六十五年九月樂助三千七百一十八元，十一月再助一千八 

    百九十七元五角） 

 

樂助新台幣五千三百六十四元七角五分者 



千里達：馬嘉禾（六十四年十月樂助一千五百六十九元七角五分，本期再助 

    三千七百九十五元，合計五千三百六十四元七角五分） 

 

樂助新台幣五千零六十六元七角五分者（港幣六百五十元） 

香港：李 高、林 左（合捐） 

 

樂助新台幣五千元 

千里達：魏龍翔 

大溪地：鍾瑾琪 

加拿大：鍾南光、周紀常 

澳洲：陳榮勝 

香港：勞勉之、香港龍岡代表團、黃 鏗、羅厚泰 

台灣：胡鵬棻、隆恩企業有限公司、張希哲、馮爾穎、陳昌壽、蘇焰宏、 

   羅克典、杜世珍、 

   葉思訓（六十三年十二月樂助三千元，本期再助二千元，合計五千元） 

 

樂助新台幣四千八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者（港幣六百二十五元） 

香港：王海華、李 靈 

 

樂助新台幣四千七百五十元者 

泰國：謝自治、雲大幹、符一武、陳家惠、余德洲、韓一豐 

樂助新台幣四千七百四十三元七角五分者（美金一百二十五元） 

加拿大：張文福（六十四年七月樂助美金七十五元，本期再助美金五十元， 

    合計新台幣四千七百四十三元七角五分） 

 

樂助新台幣四千一百一十元者（日幣三萬元） 

日本：吳葉肖麟 

 

樂助新台幣四千元者 

大溪地：房黃觀秀 

香港：中順同鄉會 

台灣：劉國榕、吳榮森 

 

樂助新台幣三千八百八十五元者（港幣五百元） 

香港：李清源、李祥和 

 

樂助新台幣三千八百七十四元六角者（港幣四百九十六元七角五分） 

香港：香港中醫師公會 

 

樂助新台幣三千八百三十元者 

香港：啟生公司、成昌行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九十五元者（美金一百元） 

美國：方奇勳、陳逸榮、馮思敏、保地磨中華公所、保地磨洪門民治黨、 

   廖和順、陳孟煜、紐約禺山信局、楊裕芬、梅福和、譚鈞雄、梅友秋、 

   彭榮毓、黃福壽、劉振州、伍烈鈞 

加拿大：周道藝 

 

樂助新台幣三千六百二十三元一角者 



南非：李仕華（六十四年九月樂助南非幣五十元，本期再助新台幣一千元， 

   合計三千六百二十三元一角） 

 

樂助新台幣三千四百六十九元者（加幣一百元） 

加拿大：羅育智、李厚逢 

 

樂助新台幣三千一百一十八元者（港幣四百元） 

香港：關纘緒 

樂助新台幣三千元者 

台灣：台灣省台中青果運銷合作社、謝 鴻、劉芳遠、葉向榮、葉穎基、 

   甘鑑湊（六十三年六月樂助二千元，本期樂助一千元，合計三千元）、 

   曾廣鑫（六十三年六月樂助二千元，本期樂助一千元，合計三千元）、 

   張國聯 

香港：勞 志（六十四年八月樂助一千元，本期樂助二千元，合計三千元）、 

   馮慶添、葉秀生、陳其輝、厚豐公司、荃灣商會回國致敬團 

    

樂助新台幣二千八百五十元者 

泰國：林健雄、雲昌鎊 

 

樂助新台幣二千七百四十元者（日幣二萬元） 

日本：謝駿豪、謝武坤、徐沛容、陳治安 

 

樂助新台幣二千六百三十五元者 

加拿大：蔡錫培（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一千八百九十五元，本期樂助七百四十 

    元，合計二千六百三十五元） 

 

樂助新台幣二千六百一十三元八角者 

加拿大：麥於烱（六十三年九月樂助加幣十元，六十三年十月加幣十元， 

    六十五年十月美金五十元，合計新台幣二千六百一十三元八角） 

 

樂助新台幣二千五百元者 

台灣：趙德峻、劉超常、黃鎮中 

 

樂助新台幣二千三百三十九元八角者（澳幣五十元） 

澳洲：馬亮華、何惠彰、廖 威、唐威儀 

 

樂助新台幣二千三百三十一元者（港幣三百元） 

香港：惠成公司、錦田惠康福利會 

 

樂助新台幣二千二百二十九元者 

加拿大：周椒忠（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三百七十九元，本期再助一千八百五十 

    元，合計二千二百二十九元） 

 

 

樂助新台幣二千零八十七元二角五分者（美金五十五元） 

加拿大：伍孚卿 

 

樂助新台幣二千元者 

大溪地：房啟明 



印尼：黃 灼 

印度：黃幹中 

香港：勞國熙、梁大偉、勞一如、袁 照、港九汽車司機總公會回國致敬團、 

   勞錦泉（六十四年八月樂助一千元，本期再助一千元，合計二千元）、 

   勞崇岳（六十四年八月錄助一千元，本期再助一千元，合計二千元）、 

   黎鑑祥、鍾文淵、港僑東安街市職工會回國慶助團 

台灣：關照祺、吳上雲、鄧龍光、潘王貴、陳紹賢、劉學榮、彭文林、 

   李新錫、鄭郁華、宋振東、陳堅堂、余劍鳴、黃豐郎、江思聰、 

   楊紹珍、鄭紹玄、鄭谷鳴、黃比瀛、錢劍秋、劉偉崧 

 

樂助新台幣一千九百四十二元五角者（港幣二百五十元） 

香港：吳乃文、鍾震球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九十七元五角者（美金五十元） 

美國：司徒文濤、梁國輝、梁城資、趙國堂、江開宗、伍尚灌、伍乃夫、 

   伍根偉、曹劍如、李仁袞、陳孟川、練培基、黃華學、陳維欽、 

   李澄福、紐約余風采堂、余永壽、余全慶、阮瑞廷、劉文炳、 

   伍大勛、伍烈榮、關練勳、陳晏圖、馮雪茂 

智利：周浪堅 

墨西哥：阮秉棠 

加拿大：李鼎攀、黃榮賀、馬培進、葉潤華、國民黨濕比厘分部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九十六元二角五分者 

加拿大：伍用之、 

    黃汝舟（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九百四十七元五角，本期樂助九百四十 

    八元七角五分，合計一千八百九十六元二角五分）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七十七元六角者（澳幣四十元） 

澳洲：繆華錦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五十元者（加幣五十元） 

加拿大：林鍵沛、曾海籌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八十七元五角者 

加拿大：龔培滾（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九百四十七元五角，本期加助七百四十 

    元，合計一千六百八十七元五角）、 

    譚芾南（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九百四十七元五角，本期再助七百四十 

    元，合計一千六百八十七元五角）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四十四元者（日幣一萬二千元） 

日本：吳宇成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元 

香港：戴詩成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五十九元者（港幣二百元） 

香港：張 進、譚 康、蘇 炳、香港九龍李鄭屋村坊眾回國致敬團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五十四元者 

香港：鍾慕賢、鍾弼雲、李安祥、丘達球、丘 堅、盧志桐、盧惠松、 

   丘宗正、李德和、張星光、文 發、黃偉堅、黃 明、古馮婉嫻、 

   陳錦福、孫 良、李 南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一十八元者（美金四十元） 

美國：劉甲威 

墨西哥：林德安 

澳洲：雷宜暢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元者 

印度：譚瑞燊 

台灣：林松江、張德施、陳慕虞 

 

樂助新台幣一千四百零八元二角者（澳幣三十元） 

澳洲：黃瑞麟 

 

 

樂助新台幣一千四百零三元八角者 

澳洲：余國樂、方勁武、孫趙梅南、楊允業、司徒惠初 

 

樂助新台幣一千三百七十元者（日幣一萬元） 

日本：吳漢文、謝協坤、周宜昌、鮑國明、吳永安、吳楚文、吳孝文、 

   譚樹釗、譚覺秋、盧康德、譚藤江、鮑玉嬋、王純美、吳惠芳 

 

樂助新台幣一千三百一十七元五角者 

加拿大：李希勣（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九百四十七元五角，本期再助三百七十 

    元，合計一千三百一十七元五角）、陳南添 

香港：中央各軍事學校香港校友會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三十八元五角者（美金三十元） 

美國：紐約海宴同鄉會、周耀東 

加拿大：區慕唐、楊炳華 

墨西哥：李振民、阮秉餘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二十八元者 

加拿大：馬卓之（六十三年十月樂助七百五十八元，本期樂助三百七十元， 

    合計一千一百二十八元）、葉會熾、馬觀熾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元者 

加拿大：溫哥華華僑回國致敬團 

台灣：容 杰 

 

樂助新台幣一千元者 

大溪地：蕭張淑芳、陳 發、巫繼周、大溪地中山同鄉會、嚴光裕 

香港：勞文雪卿、勞陳世英、黃志剛、巫俊中、梁 根、張戥新、溫水生、 

   梁柏暖、惠洲海豐自由勞工回國慶助團、林以軒、許金水、林 銀、 

   旅港陽江同鄉會回國致敬團、陳國傑、陳 捷、鄭景雲、曹鉅聲、 

   香港新界粉嶺自由人士回國祝賀團、黎瑞芬、許 添 



美國：李益眾 

澳洲：黃灼南、劉新耀、劉泮維、李 澤、李志仁 

澳門：陳少鶴 

薩爾瓦多：關擇端 

台灣：陳鶴齡、林乾祜、鍾 銓、陳銀圖、陳 揚、潘乃光、鄧華奎、 

   德順貿易公司、王照光、何鑑輝、潘晏清、羅睿槿、陳慶星、丘正歐、 

   李信之、容景鐸、陳伯中、許炳忠、許炳民、許炳祺、鍾裕廷、 

   伍 榮、曾 民、劉志達、黃煜南、李國均、李世昌、李湘石、 

   譚國良、曾定一、胡天冊、吳誥勳、鄒毓靈、謝承恩、蕭 虹、 

   李可瑤、周景松、孫亢曾、古煥謨、成匡中 

 

樂助新台幣九百五十元者 

泰國：馮裕欽 

 

樂助新台幣九百四十八元七角五分者（美金二十五元） 

加拿大：黃挽政、趙澡屏、朱繼有、黃達棠 

古巴：李滾池 

 

樂助新台幣九百三十八元八角者（澳幣二十元） 

澳洲：馮 逵、林約翰 

 

樂助新台幣九百三十五元九角者 

澳洲：甄振瀚、李蘭芳 

 

樂助新台幣九百二十五元者（加幣二十五元） 

加拿大：雷紹裘 

 

樂助新台幣八百元者 

加拿大：李桂顯 

 

樂助新台幣七百七十九元五角者（港幣一百元） 

香港：黃東海 

 

樂助新台幣七百七十七元者 

香港：李 維、鄧 發、鄧 松、謝耀榮、古道生、張 波、鄭木生、 

   無名氏 

 

樂助新台幣七百五十九元者（美金二十元） 

美國：保地磨篤親公所、保地磨昭倫公所、保地磨李氏公所、謝汝煦、 

   保地磨黃伍公所、保地磨龍岡公所、李長郭、陳樹春、黃漢光、 

   伍烱堯、譚其榮、甄羨如、馬光明、黃國如、朱箕活 

加拿大：周國棟、林達初、關祐安 

墨西哥：劉 炳、陳桂榮、羅夢熊 

祕魯：雷法臻、雷宏豪 

澳洲：陳楊瑞嫻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元者（加幣二十元） 

加拿大：陳效才、廣興公司、元昌公司、蔡其浵、葉瓞綿、葉振湖、段德倫、 

 



樂助新台幣六百三十元八角者 

加拿大：何 康 

 

樂助新台幣六百八十五元者（日幣五千元） 

日本：高丸山 

 

樂助新台幣六百元者 

台灣：鄧瑞曦 

 

樂助新台幣五百六十九元二角者（美金十五元） 

墨西哥：李世剛、李炳申、林卓華、林關利 

 

樂助新台幣五百五十五元者（加幣十五元） 

加拿大：葉焯華 

 

樂助新台幣五百元者 

香港：古振廷、陳 儀、姜渭瑎、姜目強、陶 全、鄔揚興、樊 振、 

   方觀水、高凌雲、冼 柏、詹福林、徐喜祥、麥兆良、陳永歡、 

   香港文緣聯誼會、周坤成、吳政耿、何永光 

台灣：黎業華、梁仲明、旋京藩、吳麗芳、鄧志尚、陳卓雄、李兆新、 

   羅亞甲、蕭淼基、何舉帆、夏 渠、鍾聖校、鍾道如、梁翰清、 

   馬耐園、余觀泉、譚 光 

 

樂助新台幣四百六十七元者（澳幣十元） 

澳洲：余宜錫、司徒基、余鳴傳、蕭世晃 

 

樂助新台幣四百一十一元者（日幣三千元） 

日本：謝劍雄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九元五角者（美金十元） 

美國：陳紹楣、陳禩緒、李昌顯、李佐強、曾培林、郭樹深、雷燦佐、 

   雷銳濃、陳 堯、溫 波、鄭 榮、林德郡、李廣漢、黃炳釗、 

   趙百川、伍活時、陳新大、鄭帝紀、蘇義享、伍匡時、伍朝官、 

   伍朝爵、伍炳南、雷新創、譚龍義、陳福沛、余漢生、余貴堯、 

   余禮顯、余啟禮、余錫森、余逵慶、余毓輝、甄炳坤 

加拿大：李文漢、伍于濱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元者（加幣十元） 

加拿大：徐桂容、毛金釗、葉益旋、甘 棠、劉務河、蕭少良、黃寶炎、 

    張杜才、曹均泰、沈權輝、湯天豪、段聯沾、沈紹棋、華 記、 

    無名氏、鄭玉堂、曹仲雅、曹森容、蔡仲博、雷福強、蔡月新、 

    T.Wing Wai 

 

樂助新台幣三百六十元者 

台灣：鄭煥彬 

 

樂助新台幣三百元者 

台灣：張達兼、林炳元 

 

樂助新台幣二百元者 



台灣：區 瑞、翁志民、劉冠平、張仲欽、陳鴻圖、劉麗貞、何慶祥、 

   李 淳 

香港：姚明熊、姚 廣、姚 文、張梅仙、劉 帶、劉關娣 

 

樂助新台幣一百八十九元七角者（美金五元） 

美國：譚煜煊、練光明、伍耀志、李群振、鍾耀邦、陳仲賢、陳咸昌、 

   謝振裔、趙景華、魏景良 

加拿大：林華壹、李毓槐、趙蔭高 

 

樂助新台幣一百八十七元七角六分者（澳幣四元） 

澳洲：李蘭芳 

 

樂助新台幣一百八十五元者（加幣五元） 

加拿大：何裕和 

 

樂助新台幣一百元者 

香港：鄺 滿、楊 芝 

台灣：謝子雲、李文標、李景禧、章明倫、楊怡白、陳隆裕、韋金中、 

   張麗雲、楊素鳳、楊基仁、楊基中、楊陳石妹 

 

樂助新台幣五十元者 

台灣：陳仕雄、何景勳 

 

樂助新台幣二十元者 

台灣：李麗珍 

 

樂助港幣一萬元者 

香港：劉世仁 

 

樂助港幣二千元者 

香港：李運源、何壽康 

 

樂助港幣一千元者 

香港：陳 波、謝宏章、陳榮德、鄭慶釗、林貞城、林秀娥、傅德來、 

   方 龍、香港潮州劉氏宗親會 

 

樂助新台幣七百元者 

香港：港九華僑慶祝六十五年紀念會 

 

樂助港幣六百五十七元八角者 

香港：譚劉慶萱 

 

樂助港幣五百四十元者 

香港：港九社團追思黃範一大會 

 

樂助港幣二百元者 

香港：黃錫年 

 

樂助港幣一百元者 



香港：伍 光、岑黃體育會、吳平山、譚伯創、周 炳 

 

樂助港幣五十元者 

香港：胡均培、雷 煜、譚景珊、李文石、盧偉文、馮 達、余 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