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香港義工嘉許典禮 

 

獲獎人士及機構名單 
 

 

2016 年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 

 

獎項名稱 得獎機構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冠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亞軍 香港童軍總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季軍 東華三院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第四名 社會福利署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第五名 香港青年協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第六名 義務工作發展局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 第七名 工聯志願服務團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 第八名 香港紅十字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第九名 香港明愛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第十名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仁愛堂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香港婦聯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佛光山佛香講堂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職業訓練局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觀塘民聯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香港小童群益會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香港警察義工服務隊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優異獎 救世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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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 

 

獎項名稱 得獎機構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冠軍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恒愛義工隊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亞軍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季軍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怡和集團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花旗集團香港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一）優異獎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2016 年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二） 

 

獎項名稱 得獎機構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二）冠軍 美國如新企業香港分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二）亞軍 九龍倉置業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組別二）季軍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 

 

 

2016 年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 最積極動員客戶參與獎） 

 

獎項名稱 

獎項名稱 

得獎機構 

最高服務時數獎 (私人團體 - 最積極動員客戶參與獎）冠軍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最高服務時數獎 (私人團體 - 最積極動員客戶參與獎）亞軍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恒愛義工隊 

最高服務時數獎 (私人團體 - 最積極動員客戶參與獎）季軍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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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長期服務獎 （個人） 

 

50 年以上服務(2) 

李錦發  李炳光   

40 年以上服務(5) 

林金城  洪恩嬌 胡定邦 

鄞春龍  麥麗英   

30 年以上服務(24) 

麥應權  羅旭華  王信明  

陳麗嫦 劉志遠 盧永靖 

劉喜鳳  莫慧珊 周敏如 

王振南  鄭銘權  邵捷棋  

莫君華 古翠玲 蕭德強 

呂偉明 楊結強 陳星達 

馮紫卿 馬漢華  梁健強 

陳玉蓮 倫啟明 李鳯儀 

20 年以上服務(135) 

曾樂明  譚炳基  鄒潔芳  

張碧瑚 宋祥明  趙燕芬 

鄧鏡文  鄭雅紅  何小燕 

何美歡 蔣錦雲 蘆近歡 

林瑞佳 繆亮邦  張凡    

何智良 周錦興  葉雪清 

賀敏娟 何美蘭  廖旺金 

鄭偉昌 鄭惠娥 廖妙玲  

陳青楊 陳寶霞  唐惠芬  

歐秀嫻 何利英 梁明波 

湯宜敦 李曼筠 陳羡英 

郁雲龍  黃巧蘭 胡秀霞  

梁應安 鄭香明  鄭麗群 

范少娥  仇麗珠  陶婉芬 

王麗卿  張錦蓮 黃俊輝  

陳惠珍  郭巧 楊佩儀 

甄韋喬  李倩雯 張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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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蔚  劉恒星 謝頌文 

方金    溫頌恩 廖啟明  

吳榮德  陳宇桁 崔志仁 

劉寶琼 黃文珊 陳延輝 

梁麗芳 葉少娟 楊少珊 

周彩娟 陳麗儀 李宏輝 

陳孟儀  林麗欣 王家豪 

張彩 麥啟全 劉啟文 

鄺美英 曾國欣 黃志強 

侯賽英 李慕婷 莫秉燦  

覃美蘭 高凱雯 林仲文 

羅芫杏 區倩欣 李子通 

區黃霈  陳景柏 歐志傳 

梁玉燕 連俊巧 盧慶寧 

黎楊玉珍  黃秋嬋 岑偉強 

劉素芳 盧健華 曾秀玲 

麥少琴 鍾詩玲 林惠燕 

龔煒姮  劉智輝 翁達光 

葉惠儀 馮俊傑 張冠康 

陳快雲 袁是賢 霍永明 

詹詠珊  林慧芳 何景亮 

黃惠儀 張靜文 黃家儀 

吳艷桃  袁偉強 麥家榮 

梁美歡 黃志錩 蘇志偉 

蘇倩可 何嘉業 石林潤鳳 

蘇玉萍 陳寶珠 何紹裘  

張家萍 徐潤蓮 蔡鳳仙 

蘇翠盈 蔡曉颺 李佩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