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孫西
楊博士過去三十年長期致

力服務社會，對香港建樹殊偉
，尤其慷慨襄助，全情投入各
類社區活動，扶助弱勢社群。
楊博士亦獻力高等教育，致力
推廣優質學術課程及培育學生
全人發展。楊博士目光宏遠、
有守有為、熱愛香港，為公共
服務付出大量時間和資源，無
私奉獻。在維持香港整體繁榮
穩定、社會和諧方面，亦盡心
盡意，在所不辭，貢獻良多，
殊堪表揚，現頒授大紫荊勳
章。

何柱國
何先生熱心服務社會，表

現卓越，尤其對傳媒行業貢獻
良多。作為著名報業集團的主
席，何先生成功帶領旗下集團
建立環球新聞網絡，並透過多
媒體平台，為世界各地華人社
會的讀者，提供廣泛適時的新
聞資訊，貢獻良多。何先生亦
秉承其家族樂善好施的傳統，
慷慨捐助及支持各種社會和慈
善活動，殊堪表揚，現頒授大
紫荊勳章。

司徒敬
司徒敬法官盡心竭力為司

法機構服務，表現卓越，尤其
於擔任 「憲法及行政訴訟審訊
表」專責法官，以及於上訴法
庭審理刑事上訴案件期間，和
在發展法律教育方面，貢獻良
多，現頒授金紫荊星章。司徒
敬法官服務政府及司法機構逾
36年，於上訴法庭副庭長任內
榮休後，現為終審法院非常任
法官，繼續服務司法機構。

賀輔明
賀輔明勳爵盡心竭力為司

法機構服務，於出任終審法院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
官期間表現卓越。賀輔明勳爵
被譽為普通法歷史上最出色的
法官之一，曾撰寫多份對普通
法多個範疇的發展具指導作用
的判案書，貢獻良多，現頒授
金紫荊星章。賀輔明勳爵現為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服務司
法機構16年。

區璟智
區女士盡心竭力為政府和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尤
其在規劃及地政、經濟發展及
財經事務多個範疇內，貢獻良
多，現頒授金紫荊星章。區女
士現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
秘書長（財經事務），服務政
府逾31年。

陳振彬
陳博士長期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熱心
觀塘社區事務，推動青年發展
，及領導青年事務委員會重組
架構。陳博士擔任觀塘區議會
主席期間，就地區行政事務向
政府提供具建設性的寶貴意見
，並在協調不同政治派別的意
見，以及促進政府與市民的溝
通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貢獻
良多，現頒授金紫荊星章。

王國強
王博士長期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熱心
投身九龍城的社區事務，並積
極團結廣東籍人士服務社會。
王博士於2004年至2011年出任
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期間，對九
龍城區的地區行政及持續發展
貢獻良多。身為成功的企業家
，王博士對香港建築界的發展
，亦卓有建樹，現頒授金紫荊
星章。

洪祖杭
洪先生長期熱心參與社會

服務，表現卓越，尤其致力發
展香港體育及文化活動。洪先
生在多個重要體育機構擔任要
職，多年來積極推動在香港舉
辦大型體育活動，並促進香港
與內地的體育交流活動。洪先

生亦鼎力支持文化節目及音樂
活動，貢獻良多，現頒授金紫
荊星章。

羅致光
羅博士長期參與公共服務

，表現卓越，尤其在擔任扶貧
委員會委員及其轄下之關愛基
金專責小組主席期間，就檢討
及制訂扶貧政策提供寶貴意見
。在他卓越的領導下，專責小
組就關愛基金的各項策略及安
排作出具建設性的建議，並在
制訂、推行和檢討援助項目方
面，貢獻良多，現頒授金紫荊
星章。

蔡冠深
蔡博士多年來在公共和社

會服務方面表現卓越，尤其鼓
勵企業與政府和福利機構合作
，關懷弱勢社群，促進社會和
諧。蔡博士亦致力促進工商業
發展，協助加強香港與內地及
外國的經濟聯繫、並就本港中
小型企業的發展政策和方向，
向政府提供寶貴意見，貢獻良
多，現頒授金紫荊星章。

栢志高
栢志高先生盡心竭力為政

府和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
，尤其在經濟貿易、通訊及科
技和房屋多個範疇內，貢獻良
多，現頒授金紫荊星章。栢志
高先生服務政府33年，已於運
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兼房屋署署長任內榮休。

楊立門
楊先生盡心竭力為政府和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尤
其在工業貿易、發展和民政事
務多個範疇內，貢獻良多，現
頒授金紫荊星章。楊先生服務
政府32年，已於民政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任內榮休。

鄔滿海
鄔先生致力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自
2006年及2012年先後出任香港
房屋協會副主席及主席以來，
建樹良多。鄔先生擁有豐富的
房屋經驗和知識，成功帶領房
協為香港市民提供可負擔的房
屋，並在多個相關服務範疇上
作先驅，包括引進專業房屋管
理、發展不同類別的住屋及參
與巿區重建等，貢獻良多，現
頒授金紫荊星章。

黃國健
黃議員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竭誠投入
，尤其致力改善僱員權益，並
在促進勞資和諧方面貢獻良多
，現頒授銀紫荊星章。

張華峰
張議員長期熱心參與公共

及社區服務，表現卓越，竭誠
投入，尤其對香港金融服務業
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荊星
章。

廖長江
廖議員長期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發
展質素保證機制方面，為香港
推行資歷架構奠定基礎，貢獻
良多，現頒授銀紫荊星章。

湯恩佳
湯博士熱心參與社會服務

，表現卓越，尤其在過去20多
年來致力推廣儒學，並積極推
動香港的體育發展，貢獻良多
，現頒授銀紫荊星章。

石 輝
石輝法官盡心竭力為司法

機構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
原訟法庭擔任 「人身傷亡案件
審訊表」專責法官期間，曾撰
寫不少重要判案書，貢獻良多
，現頒授銀紫荊星章。石輝法
官現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服務司法機構16年。

賴磐德
賴磐德法官盡心竭力為司

法機構服務，表現卓越，尤其
在主審一些難度甚高的刑事案
件時，以高效率的案件管理著
稱。在指導資歷較淺的法官方
面，亦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
荊星章。賴磐德法官現為高等
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服務司法
機構逾26年。

單日堅
單先生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在
他的領導下，懲教署致力提供
專業及高水平服務，廣受稱許
，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荊星
章。單先生現為懲教署署長，
服務政府35年。

孫啟昌
孫先生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灣
仔區議會的工作方面，竭誠投
入，並積極促進及支持政府發
展地方行政，貢獻良多，現頒
授銀紫荊星章。

吳祖南
吳博士積極參與公共及社

區服務，表現卓越，尤其致力
環境教學和研究，並在交通諮
詢委員會及郊野及海岸公園管
理局的工作上，貢獻良多，現
頒授銀紫荊星章。

區永熙
區先生長期熱心參與公共

及社區服務，表現卓越，竭誠
投入，尤其致力教育界的工作
，並積極推動香港的藝術及文
化發展，貢獻良多，現頒授銀
紫荊星章。

梁乃江
梁教授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尤其在多個諮詢委員
會的工作上，竭誠投入，表現
傑出的領導才能。他在兒童和
殘疾人士服務方面，亦貢獻良
多，現頒授銀紫荊星章。

許宗盛
許先生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殘
疾人士的康復服務、制定協助
更生人士重返社會的策略，以
及推動社會人士支持罪犯更生
工作方面，貢獻良多，現頒授
銀紫荊星章。

陳韻雲
陳女士長期致力參與公共

和社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
在擔任地產代理監管局主席期
間，領導該局就規管地產代理
及提高業界的專業水平方面，
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荊星章。

劉展灝
劉先生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區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協
助制定勞工政策和促進勞資關
係，以及參與勞工顧問委員會
及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作方面
，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荊星
章。

何健華
何先生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尤
其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和律政司
的政務工作方面，貢獻良多，
現頒授銀紫荊星章。何先生服
務政府38年，已於律政司政務
專員任內榮休。

林群聲
林教授長期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出
任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期間，
就環境保護和自然保育的工作
，以及多年來在大學及專上教
育的範疇內，貢獻良多，現頒
授銀紫荊星章。

唐家成
唐先生長期熱心參與公共

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出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
席，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外匯
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審核委員
會主席期間，對財經事務界貢
獻良多，現頒授銀紫荊星章。

區載佳
區先生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尤
其致力促進香港的樓宇安全及
可持續建築環境，貢獻良多，
現頒授銀紫荊星章。區先生服
務政府逾40年，已於屋宇署署
長任內榮休。

張錦輝
張先生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尤
其致力建立世界級的知識產權
保護制度，推廣知識產權教育
及貿易，並提升香港在知識產
權領域的國際地位，貢獻良多
，現頒授銀紫荊星章。張先生
服務政府40年，已於知識產權
署署長任內榮休。

陳志超
陳先生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他
獻身工作，致力把香港的污水
處理及雨水排放基建設施提升
至世界級水平，貢獻良多，現
頒授銀紫荊星章。陳先生服務
政府逾35年，已於渠務署署長
任內榮休。

曾梅芬
曾女士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她
領導差餉物業估價署善用資訊
科技，為繳納差餉的市民提供
更佳服務，並致力提高估價的
透明度，貢獻良多，現頒授銀
紫荊星章。曾女士服務政府37
年，已於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
任內榮休。

黃徐玉娟
徐女士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她
領導庫務署致力實踐其抱負和
使命，為政府提供世界級的會
計及財務管理服務，貢獻良多
，現頒授銀紫荊星章。徐女士
服務政府39年，已於庫務署署
長任內榮休。

翟紹唐
翟先生致力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擔
任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期間領
導有方，贏得委員和相關人士
的信任和尊重，促成委員會就
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
識，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荊
星章。

歐陽方麗麗
方女士盡心竭力為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在
她的領導下，政府統計處表現
專業，為各政策局及部門提供
全面、精確及優質的統計支援
服務，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
荊星章。方女士服務政府39年
，已於政府統計處處長任內榮
休。

羅義坤
羅先生致力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對香
港的市區更新工作，竭誠投入
。在擔任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期間，羅先生帶領其高層管理
團隊，完成市建局的多項重要
工作，貢獻良多，現頒授銀紫
荊星章。

譚錦球
譚博士積極參與公共及社

區服務，表現卓越，尤其致力
推動福利服務及慈善活動，並
熱心推廣自然和文化遺產的保
存和保育等教育工作，貢獻良
多，現頒授銀紫荊星章。

陳楚鑫
陳先生盡心竭力為政府和

香港市民服務，表現卓越。他
領導消防處致力提升消防及救
護服務的質素，貢獻良多，現
頒授銀紫荊星章。陳先生服務
政府37年，已於消防處處長任
內榮休。

翟海亮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當颱風尤特襲港期間，三級空
勤主任翟先生執行離岸搜索及
拯救行動時，從失去航行能力

的貨船 「夏長號」救出船員，
表現英勇無比。翟先生擔任救
援直升機的拯救員，他毫不猶
疑，吊下至救生艇拯救船員。
當時救生艇的情況極為惡劣，
他全力以赴與強風巨浪搏鬥近
一小時，結果成功拯救15名船
員，現頒授銀英勇勳章，以表
揚他忘我無私、克盡厥職、奮
勇無畏和英勇非凡的表現。

袁家威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當颱風尤特襲港期間，三級空
勤主任袁先生執行離岸搜索及
拯救行動時，從失去航行能力
的貨船 「夏長號」救出船員，
表現英勇無比。袁先生擔任救
援直升機的拯救員，從直升機
吊下到洶湧的海浪中，置身於
極其險峻的環境，他依然沒有
絲毫遲疑，展現出奮不顧身，
專業幹練的精神，結果成功拯
救四名墮海船員，現頒授銀英
勇勳章，以表揚他甘冒生命危
險執行職務，奮不顧身、英勇
非凡的表現。

周國良
周先生現職警務處高級助

理處長，服務香港警務處逾35
年，表現卓越，盡忠職守，現
頒授香港警察卓越獎章。

梁寶德
梁先生為退休總警司，服

務香港警務處逾34年，表現卓
越，盡忠職守，現頒授香港警
察卓越獎章。

黃志雄
黃先生現職警務處高級助

理處長，服務香港警務處逾33
年，表現卓越，盡忠職守，現
頒授香港警察卓越獎章。

盧偉聰
盧先生現職警務處副處長

，服務香港警務處逾29年，表
現卓越，盡忠職守，現頒授香
港警察卓越獎章。

吳偉強
吳先生現職消防總長，服

務消防處逾34年，表現卓越，
盡忠職守，現頒授香港消防事
務卓越獎章。

梁志雄
梁先生現職副消防總長，

服務消防處逾33年，表現卓越
，盡忠職守，現頒授香港消防
事務卓越獎章。

謝炳豪
謝先生現職副消防總長，

服務消防處逾35年，表現卓越
，盡忠職守，現頒授香港消防
事務卓越獎章。

梁偉光
梁先生現職入境事務處助

理處長，服務入境事務處逾33
年，表現卓越，盡忠職守，現
頒授香港入境事務卓越獎章。

林國良
林先生現職懲教署助理署

長，服務懲教署逾30年，表現
卓越，盡忠職守，現頒授香港
懲教事務卓越獎章。

簡志強
簡先生現職懲教署助理署

長，服務懲教署逾33年，表現
卓越，盡忠職守，現頒授香港
懲教事務卓越獎章。

謝偉銓 劉偉榮 方 平 侯傑泰
張建良 陳鏡秋 黃冠文 葉順興
鄭錦鐘 龍子明 王桂壎 吳孟冬
洪丕正 徐 偉 梁慧芬 陳 勇
陳萬雄 馮伯欣 黃永灝 黃婉霜
葉曾翠卿 鄒桂昌 謝萬誠 文春輝
李達仁 周賢明 林建華 馬紹良
瑪俐亞 林根蘇 葉麗清 支志明
李翠莎 阮兆輝 林奮強 區嘯翔
陳婉珍 陳富強 劉宗明 樊容佳
鄭佩蘭 鮑偉華
Sir Colin Renshaw LUCAS

鄧成東 葉偉雄

丁雄基 尹寶成 文銘森 包永權
任錦輝 伍國強 朱明寶 呂師龍
李建輝 李添才 韋德誠 陳鳳侯
陳鴻耀 葉欣鴻 葉樹明 趙啟丁
劉偉奇 歐禮信 鄭國鴻 謝炳良
叢培勝 關煥民 何偉祥 李華勝
葉黎光 黎興熊 鍾榮光 鍾劍洪
顧鎖龍 王堂勝 郭贊明 陳紹強
馮明強 梁崇智 連順賢 鄧以海
鄧震東 尹任華 曾振華 葉永強
鍾子綸 鍾賜昌 何志豪 林展生
蔡雙雄

陳學鋒 文裕明 區能發 陳文華
馮美雲 陳財喜 溫和輝 劉國勳
歐立成 黎榮浩 古龍沙美娜
李德權 阮黎麗冰 周超新 林長志
林潔聲 曾錦明 廖啟明 方壯遂
朱潤祥 何皓良 余展淳 李永新
李騰駿 阮廷翰 林淑芬 林淑儀
林楓林 姚茂龍 胡松基 范勢楚
徐啟泰 馬兆榮 崔志仁 張永康
張勇邦 張詩培 張潤衡 梁巨廷
郭振邦 郭嘉特 陳孝慈 陳健彬
陳統金 陳榮開 陳幟憲 陳德祥
陳鄭玉而 陳顏文玲 彭港祥
曾耀祥 黃立璇 黃仲翹 黃錦財
黃錫楠 黃懿倫 楊志雄 葉天祐
葉豪盛 趙中振 趙惠慈 劉元生
劉錦勝 樓家強 鄭振華 鄭偉祥
黎凱慈 盧寶堅 鍾世文 鍾偉強
鍾國星 鄺祖盛 顏哲思 羅少雄
關百忠 關雁卿

朱耀華 張恒輝 張琪騰 黃潔蓮
樊志平 鄧卓然 鍾嘉敏 刁俊源
王梁潔華 呂如意 李拾璋 李浩賢
李嘉文 林耀文 金志文 金國芳
范國輝 馬美貞 張偉文 張樞宏
梁志堅 梁冠華 梁學圃 梁樹明
郭月娟 郭德培 陳俊濠 陳漢明
陳銘華 陳穎健 溫紹倫 黃紫蓮
葉韻怡 雷其昌 趙婉嫻 趙崇彬
劉國張 劉榮柱 潘 明 謝俊文
簡仲文 羅吳慧芬 譚超雄
Ms.Bungon TAMASORN
Mr.Deep THAPA

胡偉雄 霍偉豐 鄺志淇 關傑華
方正威 林家輝 施雲龍 容家瑜
梁振環 陳志威 陳鉅鏜 溫灼均
馮玉蓮 馮達康 黃君盛 葉世雄
蔡美芸 鄧桃芳 鄭以信 黎根耀

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3(1)(b)
條，下列人士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由2014年7月1日起生效：

Mr ALDER, Ashley Ian 歐栢青
蔡 毅 陳恒鑌 陳家殷 陳 南
Ms CHANG, Nancy Maria
周鎮榮 陳 晴 張志剛 張國鈞
莊創業 周松崗 朱葉玉如
Dr HARILELA, Aron Hari
何建宗 何秀蘭 何炘基 江達可
郭永強 林國良 林新強 李正儀
李慧敏 梁永鏗 李律仁 李勝堆
廖玉玲 麥瑞琼Ms McALISTER
Lindsey Anne 莫乃光 莫仲輝
吳華江 吳永順潘德鄰
Mr ROWE, Martin Philip 蘇麗珍
施榮忻 鄧家彪 謝鴻興 溫幸平
黃建彬 黃傑龍 黃 國 黃碧嬌
黃秀英 黃煥忠 黃旭倫 姚志勝
姚子樑 袁寶榮

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3(1)(a)
條，下列人士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由2014年7月1日起生效：

Dr ARMOUR, Richard Torrance
陳帥夫 陳維民 陳穎韶 陳 羿
鄭 發 張少猷 張國財 趙世明
朱乃璋 許柏坤 鄺寶昌 賴漢忠
黎守德 林嘉泰 林建忠 林世雄
李鉅標 李光明 李兆妍 梁建民
梁德輝 梁永廉 李天柱 李詠兒
吳靜靜 彭慧儀 單慧媚 蕭文達
黃德榮 黃惠芬 楊家雄 楊德強

銅英勇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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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紫荊勳章

金紫荊星章

銀紫荊星章

銀英勇勳章

紀律部隊及
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銅紫荊星章

紀律部隊及
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榮譽勳章

行政長官
社區服務獎狀

行政長官
公共服務獎狀

太平紳士委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