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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賣品》

會址：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9樓C室

電話：+852 3620 2918   傳真：+852 3620 3106   電郵：office@hkpasea.org   網址：www.hkpasea.org

「專資閒聚」之「區塊鏈技術與應用」 分享嘉賓：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太平紳士 及
 HashKey Digital Asset Group首席營運官及副總裁歐陽健男先生

支持醫護緊守崗位

會於1月15日假中原薈舉行「專資閒

聚」之「區塊鏈技術與應用」，邀請

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太平紳士及

HashKey Digital Asset Group首席營運

官及副總裁歐陽健男先生，一同擔任分

享嘉賓，與本會會員介紹區塊鏈技術與

應用，當日有近70名會員及嘉賓出席。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太平紳士介紹了

區塊鏈技術的特性，引用多個例子及試點項

目，講解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電子政府

服務的潛在效益及可行性，探討與

政府現有系統的互通性。 

另一分享嘉賓HashKey Digital 

Asset Group首席營運官及副總裁

歐陽健男先生認為，區塊鏈有着

去中心化、不可隨意篡改、高效

等特性，用途十分廣泛，可用於資產交易、投資證券、電子商務、檔案儲存等。其他國家如瑞士、日本、新加坡等，

均對虛擬貨幣採進取態度，監管制度相對成熟。香港目前傳統金融機構亦開始發展此技術，未來前景可謂一片明朗。 

當日答問環節由香港電腦學會會長孫耀達會員擔任嘉賓主持。會員踴躍發問，與分享嘉賓就如何推動業界應用、虛擬銀行與虛擬貨幣的關係、區

塊鏈在內地的應用情況等作深入交流。

本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
太平紳士介紹了區塊鏈

技術的特性。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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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向前線醫護人員打氣，本會慈善信託訂購2,000個福袋禮物

包，捐贈予10間主要處理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的醫院，

包括屯門醫院、瑪麗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東區醫院)、伊利沙

伯醫院、聯合醫院、瑪嘉烈醫院、北大嶼山醫院、廣華醫院、將軍澳醫

院及律敦治醫院。

其中東區醫院現正處理多宗確診個案，為向前線醫護人員打氣，李鏡波

會長、黃偉雄常務副會長、黃家和理事及鄺正煒理事於2月19日親自將福

袋禮物包送達東區醫院，並由港島東醫院聯網代理聯網人力資源總經理張

碧瑜女士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財務總經理陳潔薇女士代表接收。

該院代表感謝本會支持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並答謝理事會成員親身到

場慰問。該院代表指出，因應疫情最新情況，公立醫院已啟動「緊急應

變級別」，實施一系列特別措施，加強感染控制，加上市民防疫意識提

高，相信疫情整體可控。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慈善信託 (簡稱慈善信託)於2018年成立，

屬政府認可非牟利慈善團體（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及慈善信託）。主要目的是為救助病患、貧困及災難、促進教育

及推動各項社會福利事業為宗旨。是次捐贈禮物包活動乃慈善信託首個慈惠項目，款項由理事會成員及協會共同負擔。本會未來將繼續推動各項

慈惠項目，冀望各位會員大力支持，為發展更好的香港貢獻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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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19
為

左起：鄺正煒理事、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財務總經理陳潔薇女士、港島東醫院聯網代理
聯網人力資源總經理張碧瑜女士、李鏡波會長、黃偉雄常務副會長及黃家和理事。

黃偉雄常務副會長(中)及吳長勝副會長(左四)與方文彬會員(左一)、冼建文會員(左二)、李栩然會員
(左三)、羅啟邦會員(右四)、潘建良會員(右三)、蔡錦豪會員(右二)及梁浩之會員(右一)7位新會員
合照，歡迎他們加入。

HashKey Digital Asset Group
首席營運官及副總裁歐陽健男
先生認為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在

香港前景一片明朗。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太平紳士(中)、HashKey Digital Asset Group首席營運官及副總
裁歐陽健男先生(右二)一同擔任分享嘉賓，並與吳長勝副會長 (右一)、鍾志斌理事(左一)
及孫耀達會員(左二)合照留念。

會員踴躍參與「專資閒聚」之「區塊鏈技術與應用」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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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會於3月23日舉行2019-2020年度

周年會員大會，順利選出第十四屆

(2020-2021年度)理事會成員，黃偉雄先

生, MH獲選為會長，潘燊昌博士, SBS擔

任常務副會長。

黃偉雄會長表示，十分榮幸獲選為會長，並

感謝各前會長、理事會成員及會員的鼎力支

持及參與，為會務發展建立堅實基礎。專資

會秉承關心社會公共政策之宗旨，各專責委

員會過去一年召開了73次工作會議，就香

港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及內地發展等方面

積極出謀獻策，至今已發表160份研究報告及建議書，呈交香港政府及內地有關部

門參考。本會上屆亦舉辦68項交流訪問活動，促進專業人士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本會重視年輕人的發展，多年來推動「卓育菁莪」師友計劃及中學生生涯規劃講

座，至今已提供97次中學講座，逾20,000名學生受惠。本會去年更舉辦首屆「專

資青年追夢計劃」，期望透過不同主題講座及參觀活動，幫助年輕人及早定立奮

鬥目標，擴闊人際網絡及資源。

本會正邁向十四周年，

黃偉雄會長表示將繼續

發揮「跨專業、跨行

業」的優勢，凝聚更

多不同專業及行業的

領袖與精英，為特區政

府出謀獻策，並加強與

海內外的交流與合作，

為香港及祖國的發展貢

獻綿力。

周年會員大會順利選出第十四屆(2020-2021年度)理事會成員。

本

2020
Mar

23

會 長 ： 黃偉雄先生, MH

創 會 會 長 ： 容永祺先生, SBS, MH, JP ＊理事會當然成員

前 會 長 ： 胡曉明博士工程師, SBS, JP ＊理事會當然成員

   謝偉銓測量師, BBS ＊理事會當然成員

   盧偉國議員, SBS, MH, JP ＊理事會當然成員

   陳紹雄工程師, JP ＊理事會當然成員

上 屆 會 長 ： 李鏡波先生 ＊理事會當然成員

常務副會長 ： 潘燊昌博士, SBS

副 會 長 ： 李惠光工程師, JP 史泰祖醫生, JP

   伍翠瑤博士, JP 吳長勝先生

   林義揚先生 羅范椒芬議員, GBM, GBS, JP

   黃友嘉博士, GBS, JP 陳鎮仁博士, GBS, JP

   周伯展醫生, BBS, JP 梁廣灝工程師, SBS, OBE, JP

   羅志聰先生 梁世民醫生, BBS, JP

   何建宗博士 吳宏偉講座教授

   鄺正煒工程師, JP

財 務 長 ： 吳德龍先生

秘 書 長 ： 蔡淑蓮女士

副 秘 書 長 ：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JP

理 事 ： 楊位醒先生, BBS, MH 楊素珊女士

   施榮懷先生, BBS, JP 林力山博士測量師

   余秀珠女士, BBS, MH, JP 葛珮帆議員, BBS, JP

   洪爲民教授, JP 廖長江議員, GBS, JP

   王桂壎律師, BBS, JP 容海恩議員, JP

   楊全盛先生 龐朝輝醫生博士

   范家輝博士 黃元山先生

   黃家和先生, BBS, JP 劉敏儀博士

   任江工程師 黃健兒測量師

   鄒廣榮講座教授 龐寶林先生

   李文輝博士 李應生先生, BBS, MH, JP

   賴旭輝博士測量師, JP 鍾志斌先生

   龔永德先生 李漢祥先生

   杜珠聯律師 陳健平先生, JP

   馮星航先生 廖錦興博士

註：依職位資歷及筆劃排序

2020/2021年度理事會成員名單

出席周年會員大會的會員配合政府呼籲，均戴上口罩，做足防疫措施。

黃偉雄會長(右)代表本會向李鏡波上屆會長(左)致送
由其出席本會活動之相片拼成的相片作為紀念，感謝
他對本會的無私奉獻。

左起：陳紹雄前會長、胡曉明前會長、黃偉雄會長、李鏡波上屆會長、謝偉銓
前會長、盧偉國前會長、潘燊昌常務副會長。

會員參與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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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錦興理事來自基層家庭，自小在筲箕灣房協資助房屋長

大，在聖巴西流工業中學畢業，坦言從小沒有甚麼鴻圖大

志，只求生活安穩，長大後能賺錢養家，滿足基本物質所

需，是典型上世紀60後的香港人生活模式。

何以令廖錦興理事從普通基層成為青年工業家，創立萬通塑

料，建立今日的工程塑料王國？他自言正正因為是基層出身，

從小習慣面對逆境，遇到困難會主動設法解決，不會怨天尤

人。再加上「獅子山下」的拼搏精神及九十年代內地改革開

放的機遇，讓他一步一步建立自己的事業王國。

除了專注事業發展，廖錦興理事還積極參與各種青年活動，

例如由民政事務處舉辦的「東區青藤計劃」，參加者為中學生，期

望透過全年活動培訓達到「助人自助、磨練自已、回饋社會」的目

標，促使學生透過各類活動探索自己的未來路向。他更安排這些中

學生去參觀不同業務的公司或廠房，擴闊眼界。同時他亦十分享受

與不同年齡層的年輕人交流，當中有感年紀越小的中學生「轉數」

越快，比較率真，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相對大學生卻比較保守，

對自己的言行較為約束，有時候想與他們深入交談也不容易。

廖錦興理事表示促使自己投身青年事務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他自己

曾經也是青年人，希望年輕人能看得到社會未來發展的希望。每次

於不同場合與年輕人分享自己成功經驗時，年輕人均表示時代轉變，現在沒有當年的那些機會，廖錦興理事也認同年代

不同，當年自己成功的經驗，造就成功的環境因素已完全不同，但他認為信念是不變的，只要相信自己能做得到，由0

至1不斷嘗試，才會有成功的機會。

了解自己 了解國家

說到現時年輕人大多想法比較負面、忐忑，廖錦興理事認為年輕人受社會氛圍影響，尤其是身邊五花八門的資

訊，當中10個資訊有9個都在說社會沒有希望，年輕人實在難以樂觀面對未來。他認為年輕人除了需要擁有正

能量，還要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才能人盡其才；然後要全方位了解國家，不能單靠網上的

資訊，需要親身體驗探索，繼而了解世界，緊貼世界潮流，才能與時並進。再加上只要心存信念，相信自己

的能力，遇到問題時選擇積極面對，用行動去解決問題，不坐以待斃，於椏杈效應下自然能走出光明道路。

廖錦興理事寄語年輕人要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跟隨，敢創新，培養多元思維，做到「我想、我會、我

能」，不要空想不做，要付諸實行，才能一步一步向理想目標邁進。他認為年輕人必須有歷練，不鼓勵長

輩只打本讓年輕人創業，這樣只會拔苗助長。

廖錦興理事的座右銘是「3P」，Passion熱誠、Purpose目標、Perseverance毅力，不斷學習，多看多了解不

同類型的知識和資訊，還有不要怕艱難，機會往往在困境中出現，問題總有辦法解決，只要能挺過逆境，便

能看見曙光。

楊松坤會員於1988年加入香港中華煤氣，2003年起參與公司在內地的業務發展。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發展

藍圖中的重大戰略，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和航運樞紐，香港擁有便利的營商環境及優質的專業服務，不僅是「參與

者」，更要成為「促進者」，發揮所長，為區內其他城市提供一個良好的對外開放平台，促使其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

系，例如將國際經驗延伸至內地，協助引進外資，與內地共同開拓海外市場、尋找發展機遇，從而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市

場一體化水準。

作為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粵港澳大灣區吸引眾多投資者參與發展，他們看中的並不是其中某一個城市，而是

整個區域，因此區內互聯互通十分重要。楊松坤會員認為香港在重視內部規劃的同時，也應加強與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外

在聯繫，推動人流、物流、資訊流等高效快速流通，實現資源分享，形成協同效應。

於2003年，公司安排楊松坤會員到廣州工作，這段經歷幫助他適應內地的工作方式，更從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說到

印象深刻的項目，楊松坤會員提到於2005年舉辦了全國燃氣行業職工培訓交流研討會，分享香港全面的培訓機制及成熟

的行業經驗。活動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及專家，需要統籌所有人的交通食宿，行政安排是重要一環；此外，還需要臨場應變技巧和統籌能力，譬如控制專家的

演講時間，避免超時、如何合理安排讓研討會順利完成等。楊松坤會員表示，過程雖然艱難，但專家的分享、同行們的集思廣益，令大家都預見到燃氣這個行業

前景的無限可能，同時也發現大灣區內各個城市未來可以協作發展的巨大潛力。

楊松坤會員於香港中華煤氣工作超過30年，公司一直抱持「企業增長=創新力×執行力」的管理理念，他亦認為這

兩點是成功人士必備的專業質素。創新力的特質包括開放的思維、前瞻性的眼界、持續學習的能力和敢於冒險的精

神。他指出在大型企業有機會涉足不同崗位，其中有些工作可能不是自己的專業範疇，例如他在大學修讀的是工商

管理，而後來從事過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培訓，現在又負責公共事務管理。因此，年輕人應抱著積極學習的

心態，享受接觸陌生領域的過程，才能釋放思維；還需要腳踏實地，強化時

間觀念和效率意識，同時要專注於最重要的事情，不折不扣地履行職責。

突破固有思維

說到香港年輕人現時面對的競爭，楊松坤會員認為年輕人需要改變心態、增

加歷練，以長遠眼光謀日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集合了科研、生產、市場、

政策優勢，成為人才和資金的集中地，為年輕人提供了拓展事業的新空間。他

建議年輕人可以考慮從離香港近的地方開始就業或創業，融入不同的文化及生

活方式，接觸專業前沿，適應多元發展，從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除了通過

各種渠道學習專業知識、積累經驗之外，年輕人也需要努力增加外部視野，突

破固有思維，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楊松坤會員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寄語年輕人，希望他們勇於開始實現理想，

同時腳踏實地去實踐，才能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越挫越勇，不斷超越自我。

楊松坤會員的座右銘是「吾日三省吾身」。在多元化的社會中，保持學習和自

省的能力非常重要。自省不僅是對於工作生活的處理，很多時候也是一種情緒

的調節，讓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態，才能更加從容地面對人生。

獅子山下 逆境自強   理事：廖錦興博士

粵港澳大灣區「促進者」   會員︰楊松坤先生

廖錦興理事(右七)邀請恒生大學學生到萬通集團總公司參觀。

2005年，楊松坤會員(左)在廣州籌辦全國燃氣行業職工
交流研討會，為燃氣專業人員提供交流平台。

廖錦興理事(前排右四)出席「東區青藤計劃」啟動典禮暨「乘風破浪研討會」。

廖錦興理事為本會「卓育菁莪」中學生生涯規劃講座擔任分享嘉賓。

楊松坤會員（右二）在不同商業論壇擔任分享嘉賓。

楊松坤會員（左）定期組織與內地政府官員的行業交流活動。

廖錦興理事簡歷
廖錦興理事於1990年在香港創立萬通

塑料，現已成為塑膠行業首屈一指之工

程塑料及特殊聚合物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供應商，業務網絡遍及香港及國內多個

省市。廖錦興理事多年來熱心社會公益

事務，尤其對青少年事務不遺餘力，擔

當多間大專院校師友計劃的導師，並擔

任多個政府和社區組織的委員會委員，

積極推動地區發展和建造和諧社會，並

於香港工業發展擔當重要的角色。抱

著終身學習的精神，分別於2012年及

2019年在香港城市大學完成碩士及博

士課程，廖錦興博士於2009年榮獲香

港青年工業家獎及2018年獲頒授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去年獲選為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

楊松坤會員簡歷

楊松坤會員現職香港中華煤氣有限

公司企業事務總經理，他於1988年

加入香港中華煤氣，2003年起參與

公司在內地的業務發展，至今為止管

理過不同的工作和項目，包括人力

資源、人才培育、董事會事務、品

牌建設及公共事務等，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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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專資青年追夢計劃」於1月18日(星期六)參觀香港科學園剛完成擴建的新

翼大樓(SPX1)及商湯科技位於園內的總部，當日邀請到香港科技園公司項目總

監鄧柏齡、社區及設施管理總監陳志豪及商湯科技教育業務副總監張陽一同擔

任分享嘉賓，與逾50名學員及會員分享未來創科及智慧城市的發展。

鄧柏齡總監及陳志豪總監在分享時介紹了科學園的設施及發展理念，又鼓勵年

輕人加入創科行業，為創科發展成本土多元經濟另一支柱出力；商湯科技張陽

博士則講解了商湯科技的發展概況及人工智能(AI)技術，讓學員們了解更多智

慧城市發展。

當日並設問答環節，學員們及本會會員

均踴躍發問，與嘉賓就香港創科發展現

況、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等深入探討。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四年級的文曦浚學員表

示，參觀科學園及商湯科技總部均令他

大開眼界；而聽取嘉賓分享過後，他亦

對香港創科行業有更深入了解，期望日

後同樣能憑自己興趣，發展自己的事業。

18
Jan
2020

學員正聚精會神地聆聽嘉賓分享。

參觀香港科學園及商湯集團總部
香港科技園公司項目總監鄧柏齡、社區及設施管理總監
陳志豪 及 商湯科技教育業務副總監張陽

「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學員及本會會員參觀香港科學園及設於園內的商湯科技總部，
並於科學園著名地標「金蛋」前合照留念。

前任會長陳紹雄(後排右七)與部份學員及本會會員和商湯科技教育業務副總監張陽博士(後排左七)於
商湯科技位於科學園的總部合照。

籌委會主席蔡淑蓮(左一)與前任會長陳紹雄(右一)致送紀念品予分享嘉賓香
港科技園公司項目總監鄧柏齡(右二)及社區及設施管理總監陳志豪(左二)。

籌委會主席蔡淑蓮(左)與前任會長陳紹雄(右)致送紀念品予
分享嘉賓商湯科技教育業務副總監張陽(中)。

楊松坤會員(右一)與學員在商湯集團總部試玩智慧手機的流動應用程式。

商湯科技教育業務副總監張陽博士(左一)指導學員使用虛擬
駕駛路測技術。

香港科學園職員帶領學員參觀並簡介園內設施。

多名學員踴躍向嘉賓提問。

陳紹雄前任會長(右二)與本會會員及學員一同為活動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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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與鄰近地區環保

運輸服務可行性研究」意見書

本會支持特區政府發展洪水橋新市鎮，期望有助紓緩

房屋供應緊張的情況。本會早前已就「洪水橋/厦村新

發展區與鄰近地區環保運輸服務可行性研究」諮詢文

件進行深入探討，認為諮詢文件提出的方案各有利弊，

並提出一些意見。冀望特區政府再作全面評估及審慎考

慮，確保資源運用恰當，同時符合香港長遠發展利益。

2020年1月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意見書

本會支持特區政府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土地共享

先導計劃」，期望政府能確切透過此計劃加強和加快

釋放私人土地的潛力。本會早前已就計劃內容深入探

討，並提出一些意見，冀望政府能採取主導角色，收

回土地作基建配套，鼓勵更多發展商參與計劃，加速

短期土地供應；同時必須開發更多新發展區，才能有

望長遠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2020年2月 《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之回應

本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委員會及經濟事務委員會就「2020-

21年度財政預算案」作出回應，認為預算案大刀闊斧，

積極支援中小企業，體恤中產與基層家庭的經濟壓力，

以及關顧弱勢社群與長者的需要。同時善用財政資源，

為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發展作出長遠規劃，有助香港

建成更宜居城市。

2020年3月 「新一輪活化工業大廈措施的推行情況」

意見書

本會支持特區政府重啟活化工廈計劃，以配合香港不

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需要。本會早前已就計劃內容深

入探討，並提出一些意見，期望政府從多方面優化計

劃，如考慮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由政府主導裝修

改建、放寬城規例增建住宅；同時建議由政務司司長

領導跨部門專責小組，統籌及協調相關運作，強化各

部門溝通，以提高行政效率。

有關意見書及研究報告詳情，請瀏覽本會網站：

http://www.hkpasea.org。

向特區政府提交的意見書/
研究報告 2020年1月16日 專資會歡迎特區政府紓困措施　冀盡快落實解民困

2020年1月17日 專資會邀請林偉喬及歐陽健男介紹區塊鏈技術與應用

2020年1月21日 「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參觀香港科學園及商湯科技

 深入了解創科發展及人工智能應用現況

2020年2月4日 專資會呼籲各界團結抗疫

2020年2月17日 專資會歡迎政府設250億抗疫基金

2020年2月28日 專資會支持《財政預算案》紓困措施　與市民共渡時艱

2020年3月24日 專資會第十四屆(2020-2021年度)理事會就職

 黃偉雄先生當選會長

有關新聞稿詳情，請瀏覽本會網站：http://www.hkpasea.org。

日期 版面 標題 作者

2020年1月2日 69頁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互利共贏 李鏡波會長

2020年1月9日 69頁 不懼風雨，如期舉行 馬健生會員

2020年1月16日 69頁 讓長者善用樂齡科技 鄧淑明創會會員

2020年1月23日 69頁
退休生活保障與財富傳承，平衡點

在哪裡？
梁穎雯會員

2020年1月30日 69頁
政府商界需聯手 鼓勵專業人士參與

公共事務
李鏡波會長

2020年2月6日 69頁 2020年全球航運業三大趨勢 高學亨會員

2020年2月13日 69頁 香港政府應積極推動電動車 洪文正創會會員

2020年2月20日 69頁 互動地圖儀表板助抗疫 鄧淑明創會會員

2020年2月27日 69頁 台北、大阪遊 馬健生會員

2020年3月5日 69頁
疫情影響下，如何做到風險隔離，安

保無憂？
梁穎雯會員

2020年3月12日 101頁 防疫由大廈維修做起 陳智敏會員

2020年3月19日 69頁 以色列的人才培育 陳繼宇會員

2020年3月26日 69頁 以手機數據偵察疫情 鄧淑明創會會員

日期 版面 標題 作者

2020年1月 68頁
通用航空在大灣區 區域經濟發展新

動力
曹其敏會員

2020年2月 66頁 戲院商創造共享價值 黃嗣輝會員

2020年3月 74頁 2020年全球航運界三大趨勢 高學亨會員

《資本壹週》之「專資專知」

《資本企業家》專欄

會員投稿

《 專 資 》 會 訊 編 輯 小 組

聯席召集人：

楊位醒

劉敏儀

成員： 

伍山河   沈培華   周翠茵

林國興   楊松坤

編 後 語

本通訊由撰稿、編輯、排版以至付梓皆力

臻完善，惟仍難免有所誤漏及不盡人意之

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令本通訊不

斷進步。

本會發出的新聞稿

會員動態（資料由會員提供）

˙ 史立德創會會員於2020年2月1日獲委任為香港城市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

˙張沁創會會員於2020年1月1日獲委任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執行會長兼秘書長。

˙顏吳餘英創會會員於2020年1月1日獲委任為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委員會主席。

˙ 張思穎青年組會員於2020年1月26日到28日獲政府資助參加德國法蘭克福Paperworld 

Frankfurt Exhibition展覽會學習人工智能技術。

(依職位資歷及筆劃排列)

歡迎2020年1月至3月新入會之會員

姓 名 公 司 職 務

1 何淑玲女士
健衡物理治療及專項
訓練中心

執行總監及高級物理
治療師 

2 歐陽健男先生
Ha shk e y  D i g i t a l  A s s e t 
Group 

首席運營官及副總裁

3 盧祖偉先生 冠忠巴士集團
綜合數碼平台及企業
策劃總監

4 顏明秀女士 美昌集團 人力資源總監

5 羅綺華測量師 上海招商局大廈有限公司 執行總經理

6 譚雪欣律師 孖士打律師行 律師

(按會員姓氏筆劃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