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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 

第十二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得獎名單 

1. 「機構/企業組－前線員工」得獎名單

姓名 職位 機構名稱 奬項 

1 林德泰 履帶式起重機操作員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金獎 

2 王啟賢 高級技工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獎 

3 李文傑 
Technician II - 

Warehouse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銅獎 

4 潘耀成 職業治療助理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銅獎 

5 伍勇傑 電業工程人員 俊和 – 上隧 – 中冶聯營 銅獎 

6 錢嘉儀 物業助理 南豐物業管理 – 順寧苑 銅獎 

7 劉健華 Technician I 
嘉里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海峰花園 
銅獎 

8 吳華倉 電工 中國路橋利基聯營 優異獎 

9 羅偉雄 地盤雜工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獎 

10 陳麗珍 工人 安樂 – 得利滿 – 中國港灣聯營 優異獎 

11 林志強 照顧員 東華三院賽馬會頤養護理安老院 優異獎 

12 李浩誠 行政助理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優異獎 

13 黃文豪 行政助理 香港債務重組中心有限公司 優異獎 

14 布添偉 磨樁機機手 俊和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15 王志强 禮賓司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優異獎 

16 劉新元 註冊電工 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17 尹始業 升降機及自動梯技工 蒂森克虜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獎 

18 施妮娜 什工 顯豐土木聯營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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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構/企業組－管工」得獎名單

姓名 職位 機構名稱 奬項 

1 鄭祖衛 Foreman 利基 – 三星聯營 金獎 

2 劉寶鈞 Laundry Officer 香港浸信會醫院 金獎 

3 蕭詠康 Senior Property Officer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獎 

4 杜顯輝 Senior Property Officer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海德中

心 
銀獎 

5 梁駿文 管工 太平電業香港支店 銅獎 

6 譚嘉敏 Property Officer 南豐物業管理 - 溋玥．天賦海灣 銅獎 

7 羅楚森 高級管工 俊和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8 張立忠 Work Supervisor II 機電工程署 銅獎 

9 吳桐昌 高級管工 其士建築(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獎 

10 蕭子平 Technical Executive 怡和機器有限公司 優異獎 

11 朱宗亮 高級管理(施工組) 東淦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12 謝永亮 助理程序幹事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優異獎 

13 楊春蘭 監督 恒毅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優異獎 

14 關致維 助理工程科文 
海名軒 - Harbourfront Landmark 

Premium Services Limited 
優異獎 

15 梁德傑 Building Supervisor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one 

Island South 
優異獎 

16 蕭亦然 
Technical Services 

Officer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新城市

中央廣場 
優異獎 

17 劉俊威 高級管工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優異獎 

18 趙丕尊 升降機及自動梯主管 蒂森克虜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優異獎 

19 
RAI Tul 

Chandra 
Foreman 寶嘉 – 布依格聯營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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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構/企業組－管理層」得獎名單 

 

 

 

 

  姓名 職位 機構名稱 奬項 

1 林浩德 助理工程經理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金獎 

2 吳潘偉 Senior Logistics Manager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金獎 

3 陳定國 Construction Manager 利基 – 三星聯營 銀獎 

4 林敬樂 項目及課程發展經理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銀獎 

5 馬吉祥 人力資源部總經理 中國交銀保險有限公司 銅獎 

6 鄭樹基 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 銅獎 

7 蕭富寧 一級電腦硬件工程師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銅獎 

8 蕭祺昌 助理商場事務經理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圓方 銅獎 

9 葉志濤 高級物業經理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銅獎 

10 王耀剛 業務支援及廠務經理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發電業

務部 
優異獎 

11 吳洪熾 工程經理 利基 – SKEC聯營 優異獎 

12 張仕琛 Senior Manager 金城機電有限公司 優異獎 

13 郭家冠 助理經理(施工組) 東淦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14 馬翼飛 Guest Service Manager 香港迪士尼樂園 優異獎 

15 楊耀基 物業經理 南豐物業管理 – 豐寓 優異獎 

16 江毓明 Sub Agent 俊和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17 梁志鍵 Associate Engineer 高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18 張國陞 工程服務經理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東

港城商場 
優異獎 

19 勞國偉 單位副經理(社工)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賀屏工場及

宿舍/輔助就業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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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 

2020 年 6 月 

4. 「工會組」得獎名單

姓名 職位 機構名稱 奬項 

1 范強 文員 工聯職安健協會 金獎 

2 洪永祥 會務主任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銀獎 

3 余藏珠 理事 飲食業職工總會 銅獎 

5. 「傑出職業安全健康員工參與計劃」得獎名單

乙計劃 

獎項 得獎者姓名 職位 申請機構 

1 金獎 區邦添 主席 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權益工會 

2 銀獎 何家發 財務主任 政府物流服務僱員工會 

3 銅獎 黎國強 公關主任 保險及理財策劃人員協會 

丙計劃 

獎項 得獎者姓名 職位 申請機構 

1 銅獎 馮恩雨 策劃人(會員) 宣道會天頌堂 

甲計劃 

獎項 得獎者姓名 職位 申請機構 

1 金獎 張建國 理事 香港非緊急救護服務員工協會 

2 銀獎 吳廣勁 工會會員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3 銅獎 方廷浩 理事長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 

4 銅獎 吳志輝 主席 香港廚師聯盟 

5 銅獎 李粵閩 籌備委員會主席 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