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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總監 

梁振英  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任行政長官 

  大紫荊勳賢 GBS JP 

  

首席會長 (創會會長) 

王國強  博士 工程師 GBS SBS JP 

 

首席會長 (創會主席)  

簡松年  律師 SBS BBS JP   

 

會長 

陳建強  牙科醫生 SBS BBS JP 

黃  山    測量師 

 

主席 

龐朝輝  醫生 MH 

 

常務副主席 

陳東岳  測量師    

羅錦基  工程師    

黃漢輝  建造師 

梁永鏗  律師 BBS JP 

簡汝謙  律師 

李凱茵  牙科醫生 

李國華  測量師 

   

副會長 

陳子健  博士 工程師  

陳旭明  測量師    

張志剛  工程師 

錢志庸  律師 工程師 

周伯展  眼科醫生 BBS JP 

何君堯  律師 JP 

何鉅業  測量師 MH JP   

鄺心怡  建築師 MH  

黎應華  牙科醫生 

林筱魯  規劃師 SBS JP  

林新強  律師 

劉興達  園境師 JP  

劉振江  測量師 JP 

李承光  牙科醫生    

李偉庭  牙科醫生  

梁和平  會計師 JP 

李律仁  大律師 JP  

林雲峰  建築師 JP 

廖偉明  牙科醫生 

胡國志  會計師 

彭韻僖  律師 MH JP 

潘偉賢  工程師 

蕭妙文  博士 測量師工程師 MH 

王桂壎  律師 BBS JP   

黃錦輝  工程師 MH 

吳德龍  會計師 

林智遠  會計師 JP 

張國鈞  律師 JP 

    

副主席  

馬恩國  大律師 

黃江天  律師 JP   

關惠明  律師   

王紹恆  建築師 JP    

黃靜怡  會計師   

王沛芝  會計師     

秘書長 

王沛芝  會計師 

 

副秘書長   

鄧炳榮  律師 

李姵慧  律師 

 

司庫 

彭漢中  會計師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對李家超先生有意參選行政長官的回應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歡迎及支持李家超先生計劃參加第六屆行政

長官選舉。 

 

李家超先生愛國愛港、政治忠誠、立場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及

香港穩定。李先生熟悉政府運作，過去表現出色果斷、不畏難

兼具團結和應變能力。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深信李家超先生是新一屆特首的合適人選，

全力支持他參選。衷心期望他競選一切順利，帶領香港向前邁

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再創輝煌。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首席會長 王國強 GBS SBS JP 

     簡松年 SBS BBS JP 

  會長 陳建強 SBS BBS JP  

   黃山 

  主席 龐朝輝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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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簡介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簡稱「專協」，於 2005 年成立，是一個跨界别的非政治組

織，會員都是專業人士，涵蓋會計師、建築師、大律師、律師、牙醫、醫

生、工程師、園境師、規劃師、測量師和特許秘書。凝聚了本港各專業學

會的會長、大學院長及教授，及社會不同界別的知名人士。本會目標是推

動香港專業人士的持續發展，為民生作出貢獻，維護我們核心價值及向上

動力。專協一直以關心社會公共政策、致力推動內地與香港經濟發展及專

業交流為使命。  

網址：http://www.ahkp.com.hk/。  

 

查詢:  

黃山會長（電話：5500 0332；電郵：secretariat@ahkp.com.hk）  

龐朝輝主席（電話：5500 0332；電郵：secretariat@ahkp.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