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行卓著 7賢膺大紫荊
310人獲頒勳及嘉許 兩消防英雄追授「金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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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人獲頒勳銜及嘉許，較去

年多12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成功企

業家羅仲榮、著名商界翹楚胡法光、律師鄭慕智、港科院院長徐立之，7人獲頒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

章，數目是歷來第二多。另外，分別有18人及23人獲頒金、銀紫荊星章，獲銅紫荊星章的則有60

人。上月中在牛頭角道七號淘大工業村四級大火不幸殉職的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及消防隊目許志傑，

則獲追授金英勇勳章（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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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星章名單及嘉許語
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

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

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

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鑑林

自由黨立法會
議員方剛

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
杜溎峰

香港企業家
董建成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王倩儀

食物及衛生局常任
秘書長袁銘輝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
秘書長譚贛蘭

全國政協委員
紀文鳳

香港總商會主席
彭耀佳

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長楊釗

鳳凰衛視行政總裁
劉長樂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
副主任盧文端

香港賽馬會
行政總裁應家柏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林廣兆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鄧國威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禮賓處 整理：鄭治祖

在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於維持治安、實施出
入境及海關管制等多個範疇，貢獻良多

在擔任環境局局長期間，於制定保護環
境、能源政策等方面，貢獻良多

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期間，於土地供應、城
市規劃等多個範疇，表現卓越

致力為金融服務界作出貢獻，卓有建樹

在促進香港的批發和零售業，以及發展中
小型企業方面，貢獻良好

盡心竭力為司法機構服務28年，表現卓越

多年來為提升香港作為區域物流樞紐及國
際航運中心的地位付出不少心力

在文化康樂和環境保護等工作範疇，盡心
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民服務

在保險、海關和醫療服務等工作範疇，盡
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民服務

在規劃地政、勞工和福利等工作範疇，盡
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民服務

在擔任香港扶貧委員會社會參與專責小組
副主席及屬下「築福香港」工作小組期間
盡心竭力，貢獻良多

積極向政府反映商界的建議和關注，又推
動多項措施提升業界整體競爭力

致力團結工商界服務社會

帶動香港成為地區性的廣播樞紐

積極推動港台民間交流，推進海峽兩岸關
係發展

在他帶領下，馬會在賽馬運動上取得國際
領先地位；在慈善和社會公益上也體現了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

積極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
地位

盡心竭力為政府和香港市民服務逾三十六
年，在勞工、福利和公務員事務等工作範
疇內，貢獻良多

香港回歸以來第十
九份授勳名單今

日刊憲，共310人獲授
勳銜及嘉許人士來自
社會各階層，包括資
訊科技及創意產業、

勞工界、體育界、演藝界、文化藝術界人士
等。頒授典禮預計將於今年10月舉行。

林鄭帶領政府迎挑戰
今年獲頒大紫荊勳章者較去年多3人，共有

7人，包括林鄭月娥、譚耀宗、陳永棋、羅仲
榮、胡法光、鄭慕智及徐立之。
嘉許語讚揚林鄭月娥盡心竭力為特區政府及
香港市民服務35年，表現卓越，尤其於出任政
務司司長期間，成績斐然，「憑藉她對香港的承
擔，以及在公共行政方面的超卓才能及豐富經
驗，協助行政長官施政，在協調政策制訂和實施
上擔任重要角色，並帶領政府克服各種挑戰。」

譚耀宗陳永棋惠社群
譚耀宗則是繼去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後、第

二位獲大紫荊勳章的民建聯領導。嘉許語讚揚
他熱心改善工人福利，是備受敬重的社會及工
會領袖，「多年來致力促進僱員權益和福利，

為保持本港勞資關係和諧及均衡盡心盡力，堪
稱楷模。」
陳永棋也在多個範疇建樹良多。嘉許語讚揚

他除了不遺餘力團結廣東鄉眾，服務社群，也
致力促進香港與內地溝通合作，並堅定不移支
持特區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方
針施政。

羅仲榮胡法光促文體
羅仲榮過去多年盡心竭力促進文化和創意產

業，及推廣香港經濟和創新科技的發展。嘉許
語讚揚他在培育人才、提升香港設計業在地區
和國際上的形象不遺餘力。
現年92歲的胡法光是年紀最大的獲勳人
士。嘉許語讚揚他不但是著名的商界翹楚，更
長期熱心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致力推動香港
的體育發展，「憑藉他對體育運動的熱誠，積
極於教育界推廣體育活動、弘揚體育文化，多
年來對體育協會的活動亦十分支持。」

鄭慕智徐立之興科教
鄭慕智則對香港教育發展具豐富經驗。嘉許語

讚揚他過去在制訂各項教育政策貢獻良好，為香
港教育歷史奠下重要里程碑，「尤其於擔任教育
統籌委員會主席，及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主席

期間，在其卓越領導下，兩個委員會在推行主要
教育政策上不遺餘力，並就提供優質及更易負擔
的幼稚園教育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
徐立之對香港的科技發展貢獻良多。嘉許語

指他領導的港科院於2015年12月成立，並任
港科院院長，為提升香港成為亞洲頂尖的科學
研究與發展中心，奠下重要的里程碑。

18人獲頒金紫荊星章
另外，今年共有18人獲頒金紫荊星章，8名

為法官、現任或前公僕，包括保安局局長黎棟
國、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杜溎峰、環境局常任秘書
長王倩儀、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袁銘輝、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及前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見表）

銀星23人 銅星60人
銀紫荊星章及銅紫荊星章，則分別有23人

及60人獲勳。另有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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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人和22人，包括教育界、社福
界別翹楚，以及傑出青年運動員。
全部授勳名單見文匯網www.wenweipo.com。

另外，憲報也刊登79位太平紳士的委任。

獲頒大紫荊勳章的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
永棋：對於獲勳感到很
高興，多謝特區政府對
他多年來熱心參與公共
服務，予以如此重大的

肯定。慶幸自己過去能在人
生最佳的時間，能為國家及
香港作出貢獻、有所發揮，
未來也必定會繼續盡力，做
好各方工作，繼續為香港社
會作出貢獻。

貝鈞奇：再接再厲
獲頒金紫荊星章的中國香

港體育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貝
鈞奇：自己只是體育界的大
義工。過去曾受勳過兩次，
今次只是再次得到特區政府
對自己在體育界「義工」的
工作認同。今次第三受勳是
對自己的鼓勵；當然也感開
心。以後會繼續為體育界默
默耕耘下去、扶持有需要的

體育會。貝鈞奇曾在2003年獲授榮譽
勳章，2008年再授勳銅紫荊星章，今
次更高的榮譽銀紫荊星章。

陳鑑林楊釗：續履社責
獲頒金紫荊星章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鑑林表示，多謝特區政府對他多
年以來，服務社會，尤其在金融服務
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給予正面的肯
定。為自己未來，循不同的平台，繼
續服務社會，注下一支強心針。未來
一段時間，自己亦會繼續培養政治人
才，為延續這一輩人所作的努力。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的中華總商會會

長楊釗：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代表
了特區政府和社會對一直以來工作的
認可。不過，勳章並不只是屬於他一

個人，而是屬於企業之員工、中總同
事以及家人和朋友們，因他們長期支
持他的工作，令他得以有時間服務社
會。未來會繼續履行社會責任，幫助
更多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盧文端：壓力變成動力
獲頒授金紫荊星章的全國工商聯副

主席盧文端：得到勳章覺得非常榮幸，
但亦感到有點壓力，因為這是政府對他
工作的肯定，因此未來他要做得更加
好，參與更多服務，這既是一項鼓勵，
也是一種鞭策，但他定會將壓力變成動
力，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

蘇偉文梁世民：續獻力社會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的恒生管理學院

商學院院長蘇偉文：這是政府對他為香
港服務所作出的肯定，而擔當這些社會
服務工作，絕不是為了勳銜，如果未來
有機會，仍會繼續為社會服務，但就要
視乎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作出貢獻，
否則不會對社會有幫助。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的香港牙醫學會

會長梁世民：對獲得勳章表示非常高
興，因證明了自己的工作可以幫助到
社會、業界和各階層市民，也獲得政
府的認同。從來沒想到會有機會獲得
授勳，認為這是額外的獎勵，將會繼
續服務社會。

胡兆英：將優質服務傳承
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的前香港旅遊業

議會主席胡兆英：感覺開心和興奮，
屆時定會出席授勳典禮。身為旅遊業
界一分子，為業界做事是應該的，雖
然現已卸下旅議會主席一職，但仍是
旅遊業賠償基金等多個委員會的委
員，也是的士業議會的獨立理事，希
望未來能將優質服務帶到另一行業。

■記者 鄭治祖、潘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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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授勳名單中最為
人熟悉的，便是曾兩度
擔任殘障奧運會愛心大
使的著名演員兼歌手劉
德華，獲特區政府頒授

「銅紫荊星章」，表揚他致力推廣殘疾
人士參與體育活動，以及在電影和音樂
界建樹良多。他也非常支持弱勢社群及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尤其是經常資助及
鼓勵香港殘障運動員，鼓勵他們參與體
育活動，他也兩度擔任殘奧會中國代表
團愛心大使，並於2013年12月當選為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
會」副會長。
劉德華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
章」，嘉許語中讚揚他熱心參與社會服
務，尤其致力推廣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活
動，表現傑出。又表揚他在電影和音樂
界亦成就卓著，對推動娛樂業的發展，
建樹良多。
劉德華回應指，「能夠獲得這個殊
榮，是我感到非常榮幸的事。香港是我
家，服務社會是我的本分，今後我會繼
續盡己之力，希望能夠幫助更多有需要
的人。感謝大家對我的厚愛和肯定！」
演藝界中，導演莊文強及著名粵劇演
員司徒旭也獲頒授榮譽勳章。

■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在香港特區政
府今日公佈的授勳名單中，有兩人尤其引人
矚目，消防英雄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及消防
隊目許志傑，獲行政長官追授金英勇勳章。
九龍灣上周發生的迷你倉大火，緊扣全港
市民心弦。兩位消防英雄張耀升及許志傑，
為救災更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與家人朋
友永訣。他們捨己救災、無畏無私的精神，
實應獲最高度表揚。

稍後公佈其他獲勳嘉獎消防
特區政府昨日指，兩人在滅火及救援行動
中英勇犧牲，故追授他們金英勇勳章，以表
揚二人英勇無比、無畏無私的高尚情操，堪
稱公務人員的最高典範。

同時，其他在是次大火中表現英勇、盡責
和專業的消防員，同樣值得嘉許，政府將於
稍後再公佈其他獲授勳銜及嘉獎的名單。

飛服隊兩勇士獲銅英勇勳章
另外，兩位現任及前政府飛行服務隊成

員，亦因於去年10月4日颱風彩虹襲港期
間，從失去航行能力且正在下沉的貨船「粵
安運63號」拯救船員而獲頒銅英勇勳章，以
表揚他們執行任務時的勇氣、膽識過人與忘
我無私的表現。
政府飛行服務隊副經理（空勤員教官）陳

炳成及前政府飛行服務隊三級空勤主任陳豪
峯，當日執行離岸搜索及拯救行動時，擔任
救援直升機的首兩位拯救員，從直升機吊下

到顛簸搖晃、起落不定的甲板上。縱然面對
着波濤洶湧大海、異常惡劣天氣及極其險峻
環境，他們依然展現精準的判斷力及專業才
能，處變不驚，克服現場重重險阻，終於合
力成功救出所有船員。

張耀升許志傑「英勇」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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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今年的310人授

勳名單，出現了3位年輕人
的臉孔，他們分別是香港首
位「星之子」、軟件公司創
辦人陳易希，本地足球隊東

方隊教練陳婉婷，及香港游泳女選手歐鎧
淳。他們憑着自身努力，在創科及體育方
面均取得傑出成就，為香港作出不少貢
獻，成功獲頒授銅紫荊星章及行政長官社
區服務獎狀，這足以證明授勳不是「大人
的專利」。
中學時代憑發明保安機械人被加冕「星
之子」的陳易希現僅26歲，3年前已開設
初創公司進軍智能系統，在創新科技界大
展拳腳。嘉許語指他積極推動創新及科技
發展，表現傑出，尤其致力透過科技改善
社會及激發年輕人對科技創業的興趣，貢
獻良多，故獲頒授銅紫荊星章。

陳婉婷驚喜感榮幸
身在歐洲觀看歐國盃兼為樂視體育頻道

擔任客席主播的「牛丸」，獲通知時有點
愕然，隨之而來的是開心及榮幸。
現年27歲的陳婉婷，是本地首個職業足

球隊女教練。過去一年得到天時、地利，

率領東方男子足球隊奪得超聯冠軍，並成
為全球首位女教練奪得男子職業足球頂級
聯賽冠軍，因此被載入健力士紀錄，她的
成就為社會帶來正能量，也激勵了年輕人
敢去追逐自己的夢想。嘉許語指她在足球
教練工作上成績卓越，並致力香港足球發
展，貢獻良多，故獲頒授銅紫荊星章。
她表示：「好多謝東方足球隊和香港足

球總會給我足球這個平台和機會，去做自
己想做的事和發揮自我潛能。」

歐鎧淳榮譽歸同行
年僅22歲的「美人魚」歐鎧淳，獲頒行
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是今次授勳名單中
年紀最小一個。她現時保持着14項香港的
游泳紀錄；另保持6項青年組別紀錄和5
項分齡賽紀錄（15歲至17歲）。
歐鎧淳對記者表示：「香港政府授勳畀

我！我當然好開心。咁多年努力練水、比
賽有成績，有攞過獎為香港增光，亦有參
加公益事業，這麼多年努力得到肯定。雖
然呢個獎係個人的，但我是代表香港游泳
的運動員們，這個榮譽其實歸於游泳界，
同時亦歸整個體育界！」

■記者 鄭治祖

「星之子」「牛丸」「美人魚」專業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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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升 資料圖片 ■許志傑 資料圖片

■徐立之■鄭慕智■胡法光■陳永棋■譚耀宗■林鄭月娥 ■羅仲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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