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特區政府授勳名單
■大紫荊勳章：(4人)
曾鈺成、鄭耀棠、何世柱、李達三
■金紫荊星章：(14人)
周松崗、苗禮治勳爵、張宇人、黃鴻超、王英偉、李家傑、韋
志成、林樹哲、簡福飴、曾偉雄、顧嘉煇、伍爾夫勳爵、林建
岳、蔡伯勵
■金英勇勳章：(1人)
梁國基 (追授)
■銀紫荊星章：(13人)
盧偉國、釋智慧、黃志光、潘英光、王榮珍、彭長緯、郭慶
偉、陳清霞、陳章明、馬耀添、梁憲孫、馬維騄、包鍾倩薇
■銅紫荊星章：(51人)
何俊賢、姚思榮、麥美娟、李德康、吳錦津、陳雲生、溫悅
昌、吳志榮、李家仁、孫國林、陳黃麗娟、陳嘉敏、朱蘭英、
施榮懷、郁德芬、梁蘇淑貞、陳英儂、麥業成、黃仕進、黃銘
滔、廖昭薰、潘祖明、蔡涯棉、鄧佑財、鄭恩基、駱應淦、吳
貴雄、周錦祥、李有全、鄧慶業、伍澤連、李賢義、邱錦平、
鍾孟齊、王少華、任詠華、伍崇正、施榮恆、容啟亮、袁錦
華、馬正興、張泰超、梁安琪、許奇鋒、郭譚玉英、陳文洲、
馮家彬、黃良柏、黃敏利、鄭寶玲、蘇陳偉香
■非官守太平紳士：（49人）
查逸超、陳志超、陳之望、陳健生、陳曼琪、陳南坡、陳少
棠、陳增輝、張國榮、莊偉茵、方長發、馮婉眉、何超瓊、黃
令衡、許華傑、洪為民、關百豪、李秀慧、梁卓偉、梁家駒、
梁健文、梁亮勝、林亨利、馬鴻銘、黃永光、吳慧儀、吳永
嘉 、 PESCOD, Duncan Warren、 龐 俊 怡 、 石 玉 如 、
SHROFF, Neville Savak 、鄧鉅明、湯修齊、唐躍峯、徐莉、
董煜、黃頌良、黃幸怡、黃錦沛、王樂得、黃達東、王庭聰、
楊偉雄、葉健雄、易志明、嚴志明、楊立門、袁維昌、區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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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以來第十八份授勳名單今日刊憲，共298人獲授勳銜
及嘉許人士來自社會各階層，包括金融界、勞工界、體育

界、演藝界、少數族裔人士等。頒授典禮將於今年10月舉行。

曾鈺成做事公平贏尊重
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者較去年多2人，共有4人，包括曾鈺成、
鄭耀棠、何世柱及李達三。嘉許語讚揚曾鈺成長期參與公共服務，
尤其在領導立法會方面，致力確保按照香港基本法履行職責及任
務，貢獻卓著，「自2008年起擔任立法會主席以來，他以有效、公
平和有序的方式主持會議，令他贏得各政黨及公眾人士的尊重。」

鄭耀棠促勞資關係和諧
鄭耀棠是繼已故工聯會會長楊光後，第二位獲大紫荊勳章的工
聯會領導，嘉許語讚揚他在制定本港勞工政策及促進勞資和諧方
面，貢獻殊偉，「作為香港最大的職工會領袖，鄭耀棠多年來以
務實、理性態度處理重大勞工問題，改善僱員福利。」特區政府
禮賓處發言人補充時表示，鄭耀棠以負責任、非對抗方式進行工
會運動，致力維持和諧的勞資關係。

何世柱助完善勞工政策
現年78歲的何世柱曾任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嘉許語指，何世
柱過去數十年盡心竭力協助制定勞工政策，在縮窄勞資雙方分
歧、協助解決富爭議性勞工問題方面，作用舉足輕重貢獻良多。

李達三慈善工作獲尊崇
現年94歲的李達三是年紀最大的獲勳人士，嘉許語讚揚他長期
參與社會及慈善服務，尤其對本港高等教育及人才培訓方面，不
遺餘力，「李博士既是成功企業家，亦是備受尊崇的慈善家。」
值得注意的是，李達三自1977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後，從未獲
金、銀、銅紫荊星章或其他嘉許，今次獲頒大紫荊勳章可謂「四
級跳」。禮賓處發言人表示，遴選委員會是按被提名人的履歷、
貢獻等作出推薦決定。

曾偉雄李家傑等獲頒金紫荊
在金紫荊星章方面，今年共有14人獲勳，5名為法官、現任或
前公僕，包括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苗禮治勳爵、已離任的特
區終院非常任法官伍爾夫勳爵、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黃鴻
超、已榮休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韋志成，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崗、恒基地產副主席李家傑、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榮譽主席林樹哲、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簡福飴、香港藝術
發展局主席王英偉、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自由黨立法會
議員張宇人、「樂壇教父」顧嘉煇、著名傳統曆法專家蔡伯勵也
獲金紫荊星章。
在銀紫荊星章方面，共13人獲勳，包括民建聯副主席彭長緯、
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立
法會法律顧問馬耀添、佛教聯合會會長釋智慧法師等。
今年獲頒銅紫荊星章的有51人，另有74人獲頒榮譽勳章。獲頒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和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分別有66人和17
人，包括教育界、少數族裔界別翹楚，以及傑出青年運動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去
年11月在石硤尾氣爆案不幸殉職的消
防總隊目梁國基，獲特區政府追授金
英勇勳章，以表揚他無懼高度危險，
奮不顧身的英勇行為。統計今年授勳
名單，警務處共29人獲授勳章及嘉
獎，成為紀律部隊之冠，消防處則有
11人獲獎。
去年11月22日，石硤尾邨發生氣
體洩漏及爆炸事件，梁國基為盡力搜
索傷者，帶領隊員破門進入充斥爆炸性氣體的單位，「他救人心
切，身先士卒，充分展現出無比的勇氣和領導力。」
該單位其後發生猛烈爆炸，梁國基頭部受重創，並不幸於同年12
月4日證實不治。特區政府決定向梁國基追授金英勇勳章 ，以表揚
他奮不顧身、捨身救人之高尚情操，「堪稱為公務人員的最佳典
範。」

警署警長空勤主任獲銅英勇
去年6月，警署警長呂鵬雄在啟晴邨與謀殺案疑犯對峙的行動中，
冒着生命危險，多次與疑犯駁火，對最終成功圍捕疑犯貢獻良多，
為表揚他執勤時表現出無比勇氣，當局向其頒授銅英勇勳章。
空勤主任曾志浩在去年9月颱風「海鷗」襲港期間，在極為惡劣的
環境下，成功從失去動力的貨船中拯救14名船員，亦獲頒授銅英勇
勳章。

29警獲授勳嘉獎冠紀律部隊
統計今年的授勳名單，警務處共29人獲授勳章及嘉獎，成為紀

律部隊之冠，包括獲頒金紫荊星章的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獲銀
紫荊星章的前副處長馬維騄等。今年「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
獎章」共11人獲獎，警務處獨佔4人排在首位，包括現任助理處
長李伯樂等。

現年 78 歲
的何世柱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對是次獲頒大紫荊勳
章感到十分光榮，相信是
自己多年來參與勞工事務
為特區政府所接受、肯定
及認同。他認為，香港勞
資關係一直較和諧，只是
近年出現有最低工資及標
準工時的議題才轉趨緊
張，「但除此之外，香港
的勞資關係一直唔錯，罷
工唔係無，但香港比較
少。」
何世柱指出，自己參與

勞工事務多年，包括擔任
勞顧會的資方代表，一直
秉持公平公道的原則，
「我理解僱主的承受能
力，但也會站在勞方的角
度去思考問題，既要考慮
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要
顧及勞方是否獲得公平待
遇。」

他續說，要改善勞工福利並非一朝一夕之
事，最終結果未必獲勞方百分百同意，但相信
自己雖作為資方代表，過去一直較被勞方接
受。近年，香港勞資關係因最低工資及標準工
時的議題而轉趨緊張，但整體而言是比較和
諧。

年近80歲仍心繫勞資關係
何世柱表示，自己從多年前開始參與義務與

慈善工作，到後來參與勞工事務，不經不覺已
逾30年，過去也曾參與不少國際性的勞工大
會，故能進一步了解國際勞工福利的新方向。
他表示，自己已年近80歲，差不多是時候退下
來，但未退休前仍會繼續加倍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共有14
人獲頒金紫荊星章，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旅遊
發展局主席、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是其中
之一。特區政府讚揚林建岳對旅遊業及娛樂事
業貢獻良多。林建岳對此感到高興，認為這是
對他的鼓勵，並強調會繼續努力。

娛樂事業建樹良多
特區政府在嘉許語中，讚揚林建岳長期參與

公共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對香港旅遊業的發

展貢獻良多。嘉許語提到他出任旅發局主席期
間，積極在客源市場推廣香港，擴闊來港客
群，並致力舉辦盛事以吸引旅客來港。嘉許語
又指他在香港娛樂事業亦擔當重要角色，特別
是在電影及音樂界的發展方面建樹良多。
林建岳昨日回應道：「好高興獲（特區）政

府頒授金紫荊星章。這是對於我服務香港的一
種鼓勵。服務香港一直是我的心願，我會繼續
做。今年香港旅遊業正面對好多新的挑戰，我
會盡心盡力，同業界一齊繼續努力。」

林建岳就讀於美國俄勒岡大學，1987年畢業
後返港協助父親林百欣，並出任麗新集團副主
席，之後集中發展娛樂事業。2002年，林旗下
的寰亞電影投資開拍電影《無間道》，獲得多
個獎項。2004年年中，林建岳創立唱片公司東
亞唱片及 A.Music，邀請到多名星級歌手加
盟。
2013年，林獲委任為旅發局主席，從商界走

入政壇，擔任經民聯監事會主席一職，把服務
社會的工作推向多元化。

■蔡伯勵

■李家傑

■周松崗 ■苗禮治

■王英偉

■黃鴻超

曾鈺成鄭耀棠何世柱李達三獲大紫荊
298人獲授勳嘉許 追授殉職消防梁國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今年的授勳名

單今日刊憲，共298人獲頒

勳銜及嘉許，較去年多 15

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工

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香港

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何

世柱、著名企業家李達三獲

頒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並分別有14人及13人獲頒金、

銀紫荊星章，獲銅紫荊星章則有51人。去年在石硤尾

氣爆案不幸殉職的消防總隊目梁國基，則獲追授金英

勇勳章（詳見另稿）。

旅業貢獻卓越 林建岳續努力

本年獲授勳人數
勳銜 人數

（一）大紫荊勳章 4
（二）金紫荊星章 14
（三）金英勇勳章 1
（四）銀紫荊星章 13
（五）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11
（六）銅紫荊星章 51

勳銜 人數
（七）銅英勇勳章 2
（八）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榮譽獎章 45
（九）榮譽勳章 74
（十）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66
（十一）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17

總人數 298

呂麗紅救校贏「社區服務獎」「氣爆」捨身救人基哥獲表揚
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的真人版呂

麗紅校長，今年獲特區政府頒授「行政
長官社區服務獎狀」，表揚她致力改善
教育環境及質素，成功「拯救」一所只
有5個小孩的村校。呂校長昨日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坦言，對獲獎感到非常高
興，並希望自己的教育精神可繼續流傳
開去，「好想多謝電影公司把我的故事
拍出來，(不顧慮)票房不是一件易事，
亦要多謝特區政府、香港市民對我的肯
定和支持。」

為學生願收低薪一腳踢
呂麗紅從事幼兒教育多年，2008年因

身體欠佳而提早退休。2009年，她看到
報章報道，元朗錦田元岡幼稚園只得5
名學生，而前任校長以身體健康為由辭

職，校監以僅餘的4,500元低薪招聘校
長，希望有心人能仗義幫忙。一旦無人
接手，該校就會倒閉。

呂麗紅不想「見死不救」，決定應聘。
本來，她以為只做到學期完結，待5名學
生過渡到新學校就功成身退，但學校希
望能繼續辦學，而為了該5名學生繼續開
心上課，她就答應留任了。自此，她就
兼任該校唯一的校長、老師、校工，甚
至保母車司機，並落力招收學生。

她和學校的故事經傳媒報道後，在香
港社會引起了極大的迴響，各界紛紛捐
款予元岡幼稚園，令該校得以發展，並
成功把這所瀕臨倒閉的村校，打造成一
所富口碑的學校，學生人數在5年間由5
人增至64人。其後，這個故事被拍成有
口皆碑的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

盼社會續支持教界工作
呂麗紅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謙虛地

說，自己對是否獲獎從來都抱着平常
心，「我只是盡自己所能，做好我的工
作，唔需要用獎去證明，我最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教育界人士，去為他們的教育
理想而努力。」她笑言，暫時沒想過去
哪裡慶祝，但一定會跟學生分享喜悅，
「會同學生講，校長努力有回報，你們
都要努力，好似校長咁
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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