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6 號公告

太平紳士條例 ( 第 510 章 )

根據《太平紳士條例》第 3(1)(b) 條獲委任的太平紳士的全體名單如下：
鍾逸傑爵士，G.B.M.
Mr. ALDER Ashley Ian
程王蘅女士
夏佳理先生，G.B.M., G.B.S.
區璟智女士，G.B.S.
歐栢青先生
區永熙先生，S.B.S.
歐陽卓倫醫生，M.H.
胡 仙女士
鮑 文先生，G.B.S.
鮑 明先生
路沛翹先生
李淑儀女士，G.B.S.
詹伯樂先生，G.B.S.
包致金法官，G.B.M.
龐述英先生
鮑瑞美女士
蒲祿祺先生，S.B.S.
栢加勳先生
白仲安先生，S.B.S.
蔡 毅先生
簡德倫先生
查懋聲先生
史美倫議員，G.B.S.
查逸超教授
湛家雄先生，B.B.S., M.H.
湛兆霖先生
湛佑森博士
陳方安生女士，G.B.M.
陳智思議員，G.B.S.
陳炳煥先生，S.B.S.
陳章明教授，S.B.S.
陳志超先生，M.H.
陳志輝教授，S.B.S.
陳志球博士，B.B.S.
陳之望先生
詹金源先生
陳清霞博士，S.B.S.
陳捷貴先生，B.B.S.
陳祖澤博士，G.B.S.
陳彩英女士
陳鎮源先生，G.B.S.
陳振彬先生，G.B.S.

陳重義博士
陳繁昌教授
陳克勤議員，B.B.S.
陳恒鑌議員
陳 熹先生，B.B.S.
陳海壽博士
陳漢威醫生
陳鴻基先生
陳耀星先生，S.B.S.
陳嘉正博士，B.B.S.
陳家強先生，G.B.S.
陳家駒先生，B.B.S.
陳家亮教授
陳嘉敏女士，B.B.S.
陳嘉信法官
陳家殷先生
陳啟明教授
陳錦祥先生，B.B.S.
陳錦釗先生
陳鑑林先生，G.B.S.
陳金霖先生，M.H.
陳錦文先生，B.B.S.
陳家樂先生，S.B.S.
陳鏡秋先生，B.B.S., M.H.
陳劍光牧師
陳建強醫生，B.B.S.
陳健波議員，B.B.S.
陳健生醫生
陳勁恒先生
陳景生先生，S.C.
陳國超先生，B.B.S., M.H.
陳國強先生
陳國威先生
陳國威先生，M.H.
陳鑛安教授
陳麗雲教授
陳理誠工程師
陳梁悅明女士
陳念慈女士
陳雷素心醫生
陳文仲醫生
陳萬雄博士，B.B.S.
陳曼琪女士，M.H.

陳美蘭女士，M.H.
陳 武先生
陳茂波先生，G.B.S., M.H.
陳南坡先生
陳百強先生
陳炳璋上尉
陳煒文博士
陳樹鍈先生，S.B.S.
陳瑞盛先生
陳聖澤博士，B.B.S.
陳紹雄先生
陳小感先生
陳少琼工程師
陳小寶女士，B.B.S.
陳少棠先生，M.H.
陳兆源博士
陳瑞顯先生
陳瑞球博士，G.B.M., G.B.S.
陳淑玲女士
陳淑薇女士，B.B.S.
陳淑怡博士
陳新滋教授
陳思堂醫生
陳棣光教授
陳特楚先生，S.B.S., M.H.
陳增輝博士，B.B.S.
陳 東博士，G.B.S.
陳子政先生，B.B.S.
陳韻雲女士，S.B.S.
陳華裕先生，M.H.
陳維樑先生
陳偉能先生，M.H.
陳偉明先生，M.H.
陳雲生先生，B.B.S., M.H.
陳永棋先生，G.B.M., G.B.S.
陳榮濂先生，B.B.S.
陳永泰教授
陳永華教授
陳黃穗女士，B.B.S.
陳恩強教授，B.B.S.
陳有慶博士，G.B.S.
陳有海先生，B.B.S., M.H.
陳英麟先生
陳耀莊先生，B.B.S.
陳婉嫻女士，S.B.S.
陳遠華先生，B.B.S.
陳玉樹教授，S.B.S.

陳 勇先生，B.B.S.
張信剛教授，G.B.S.
張健利先生，S.C.
Ms. CHANG Nancy Maria
陳秀嫻博士
張楊棣芬女士
曹金霖先生
Mr. Anthony Crowley CHARTER
周湛燊先生
周轉香女士，B.B.S., M.H.
周鎮榮先生，M.H.
周厚澄先生，G.B.S.
周嘉歡醫生
鄒桂昌教授，B.B.S.
周馬佩堅女士
周倩霞女士
朱梁小玲女士
陳佳鼐教授
陳鎮仁先生，S.B.S.
陳嘉璐醫生
陳仲尼先生，B.B.S.
陳紅天先生
陳弘志教授
陳弘毅教授，S.B.S.
陳健文先生
陳坤耀教授，G.B.S.
陳南祿先生，G.B.S.
陳宁宁女士，B.B.S.
陳 晴女士
陳小玲女士，S.B.S., M.H.
陳壽霖先生
陳元鉅先生
鄭經翰先生，G.B.S.
鄭正訓先生
鄭卓標先生
鄭志剛先生
鄭曹志安女士，B.B.S.
鄭俊平先生
鄭海泉先生，G.B.S.
鄭漢鈞博士，G.B.S.
程介明教授，S.B.S.
鄭錦鐘先生，B.B.S., M.H.
鄭國漢教授，B.B.S.
鄭文聰工程師，M.H.
鄭明訓先生
鄭慕智先生，G.B.M., G.B.S.
鄭寶康先生

鄭樹明先生，B.B.S.
鄭德健先生
鄭維志先生，G.B.S.
鄭維健博士，G.B.S.
鄭維新先生，S.B.S.
鄭恩基先生，B.B.S.
鄭若驊女士，G.B.S., S.C.
鄭耀宗教授
鄭耀棠議員，G.B.M., G.B.S.
鄭宇碩教授
張淑姬女士
張有興先生
張洪秀美女士
張炳良先生，G.B.S.
張枝繁先生
張鄭寶蓮女士
張志剛議員，B.B.S.
張震遠先生，G.B.S.
張中弼先生
張皓生先生
張學明議員，G.B.S.
張學修先生，M.H.
張錦紅女士
張建良醫生，B.B.S., M.H.
張國鈞議員
張國榮先生
張綠萍女士
張妙清教授，S.B.S.
張呂寶兒女士
張石夫先生
張達棠先生
張曾基博士
張華峰議員，S.B.S.
張惠彬先生
張偉球先生，M.H.
張偉麟醫生
張慧美女士，B.B.S.
張永霖先生
張永森先生，B.B.S., M.H.
張黃韻瑤女士
張 茵女士
張仁良教授，B.B.S.
張人龍先生
張恩純先生
張宇人議員，G.B.S.
張越華教授，M.H.
齊 銥教授，B.B.S.

蔣麗芸議員
蔣麗苑女士
謝建中先生
錢果豐博士，G.B.S.
錢大康教授，B.B.S.
趙志洋先生
趙振邦博士
招顯洸醫生
趙雅各先生
邱裘錦蘭女士
趙金卿女士
趙公輔先生
趙麗霞教授
趙世存先生，B.B.S.
趙曾學韞女士，B.B.S.
邱詠筠女士
趙汝熙先生，B.B.S.
蔡熾昌先生
蔡志明博士，G.B.S.
蔡楚清先生
蔡劍雷先生
蔡冠深博士，G.B.S.
蔡涯棉先生，B.B.S.
蔡惠琴女士
蔡瑩璧女士，G.B.S.
蔡元雲醫生，S.B.S.
莊創業先生，B.B.S.
莊啟程先生
莊偉茵女士
張黃楚沙女士，M.H.
周卓如先生，B.B.S.
周張慧冰女士
周鎮邦醫生，B.B.S.
仇振輝先生，B.B.S.
周振基博士，S.B.S.
周忠繼先生
周松崗議員，G.B.S.
周光暉先生
周梁淑怡女士，G.B.S.
周文耀先生，G.B.S.
周明權先生
周伯展醫生
周寶煌醫生，B.B.S.
周肇平教授，S.B.S.
周孫方中女士，B.B.S.
周偉淦先生
周蕙禮女士

周允基教授
周永健先生，S.B.S.
周永成先生，B.B.S.
周永新教授，G.B.S.
周奕希先生，B.B.S.
蔡根培先生，B.B.S.
蔡潘少芬女士
蔡素玉女士，B.B.S.
蔡偉石先生，M.H.
朱慶虹博士
朱經武教授
朱葉玉如教授，M.H.
徐嘉慎先生
朱景玄先生，B.B.S., M.H.
朱沛坤工程師
朱幼麟先生，S.B.S.
蔡錫聰先生
蔡張杭仙女士，B.B.S.
莊紹樑博士，S.B.S.
崔康常博士
徐 淦先生
徐伯鳴先生
鍾志平先生，B.B.S.
龔念祖先生，B.B.S.
鍾港武先生，B.B.S.
鍾寶璇教授
鍾普洋先生，S.B.S.
鍾沛林先生，G.B.S.
鍾樹根先生，B.B.S., M.H.
鍾瑞明先生，G.B.S.
鍾士元爵士，G.B.M.
鍾蔭祥先生，M.H.
鍾宇平教授
高理卓先生
Mr. Denys Eamonn CONNOLLY
Mr. Basil Norman COOPER
高來福先生
郭賦力先生，B.B.S.
戴樂群醫生
Mr. Leonardo Jose D’ ALMADA
REMEDIOS
鄧楊詠曼女士，B.B.S., M.H.
戴維思先生
Mr. Kenneth Raymond DEAYTON
狄勤思先生
杜惠愷先生
Mr. Leonard DUNNING

艾爾敦先生，G.B.S.
Mr. Winfried ENGELBRECHT-BRESGES,
G.B.S.
余若薇女士，S.C.
范佐浩先生，S.B.S.
范駿華先生
范徐麗泰女士，G.B.M., G.B.S.
范鴻齡先生，S.B.S.
范錦平先生，B.B.S.
范世義先生
樊偉權先生
范耀鈞教授，B.B.S.
范瑩孫醫生
方津生醫生，S.B.S.
方 鏗先生，G.B.S.
方 剛先生，G.B.S.
方敏生女士，B.B.S.
費中明先生
費 斐女士，S.B.S.
霍震寰先生，S.B.S.
霍兆剛法官
霍啟剛先生
霍羅兆貞女士，G.B.S.
霍泰輝教授，S.B.S.
霍震霆先生，G.B.S.
方長發先生
方 正先生，G.B.S.
方文雄先生，B.B.S.
方 平先生，B.B.S.
方道生醫生
方 和先生，B.B.S.
方黃吉雯女士，G.B.S.
方潤華先生，S.B.S.
符展成先生
傅浩堅教授，M.H.
馮載祥先生，S.B.S.
Mrs. Cornelia Beatrice Lichauco FUNG
馮華健先生，S.B.S., S.C.
馮孝忠先生
馮 康教授
馮檢基先生，S.B.S.
馮國綸博士，S.B.S.
馮敏威先生，M.H.
馮兆林先生
馮永基先生
馮婉眉女士，B.B.S.
馮鈺斌博士

高敬德博士
顧汝德先生
Professor Sian Meryl GRIFFITHS
夏永豪先生
Mr. Martin Nicholas HADAWAY
Dr. HARILELA Aron Hari
Mr. Bob Naroomal HARILELA
Mr. Gary N. HARILELA
侯金林先生，M.H.
侯傑泰教授，B.B.S., M.H.
許 舒博士
和廣北先生
許堅信先生
何沛謙先生，S.B.S.
何志佳先生，B.B.S.
何鑄明先生，G.B.S.
何志平醫生，G.B.S.
何志盛博士
何潮輝先生
何超瓊女士
何鎮東先生
何仲平醫生，M.H.
何鍾泰博士工程師，S.B.S.
何婉衡女士
何鴻毅先生
何錦輝教授
何建宗教授，B.B.S.
何京文先生
何高雪瑤女士
何鉅業先生
何君堯議員
何立基先生
何文匯教授
何安妮女士，B.B.S., M.H.
何安誠先生
何安達先生
何栢霆先生
何培斌教授
何世柱先生，G.B.M., G.B.S.
何秀蘭女士
何兆煒醫生
何承天先生，S.B.S.
何宣威先生，G.B.S.
何淑賢女士
何 弢博士
何冬青先生
何偉石先生，M.H.

何炘基教授
何耀華博士，B.B.S.
韓國章教授，S.B.S.
胡漢清先生，S.B.S., S.C.
許 雄先生，S.B.S.
胡法光先生，G.B.M., G.B.S.
胡鴻烈博士，G.B.M., G.B.S.
胡曉明先生，B.B.S.
黃嘉純先生
黃令衡先生
黃勵文先生
許智明博士，G.B.S.
許照中先生
許晉奎先生，G.B.S.
許宗盛先生，S.B.S., M.H.
許漢忠先生
許家驊醫生
許冠文先生
許文博先生
許仕仁先生，G.B.M., G.B.S.
許華傑先生，M.H.
許戈林先生
許湧鐘先生，B.B.S.
洪祖杭先生，G.B.S.
熊志添醫生
洪松蔭先生
洪丕正先生，B.B.S.
洪為民博士
夏啟宏先生
葉祖賢先生
葉國謙議員，G.B.S.
葉劉淑儀議員，G.B.S.
葉文慶醫生
葉成慶先生
葉澍堃先生，G.B.S.
葉順興女士，B.B.S., M.H.
葉錫安先生
葉恩明醫生
姚瑞棠女士
翟紹唐先生，S.B.S.
任家祥先生
詹志勇教授
簡志豪先生，B.B.S., M.H.
簡松年先生，S.B.S.
簡文樂先生，S.B.S.
簡悅隆先生
高靜芝女士，S.B.S.

江麥麗珍女士
紀治興先生
Mr. Keith Graham KERR, S.B.S.
紀文鳳女士，G.B.S.
金耀基教授，S.B.S.
闕港子女士
高漢釗先生
高鑑泉先生，B.B.S.
高美懿女士，S.B.S.
高秉強教授
高寶齡女士，S.B.S., M.H.
高育賢女士
高永文先生，B.B.S.
江焯開先生，B.B.S., M.H.
江達可博士，B.B.S.
江子榮先生，M.H.
江永安先生
顧建綱先生
顧迪安女士，B.B.S.
顧爾言先生，S.B.S.
羅正威先生，S.B.S., S.C.
古嫣琪女士，M.H.
靳麗娟女士
龔俊龍先生
孔令成先生，B.B.S.
郭 位教授
關治平工程師
關則輝先生，M.H.
關海山教授，B.B.S.
關高苕華女士，S.B.S.
關百豪先生
關育材先生
郭志桁先生
郭志權博士，S.B.S.
郭志標博士
郭勤功先生
郭振華先生，B.B.S., M.H.
郭慶偉先生，S.B.S.
郭家明先生，B.B.S.
郭鍵勳博士，B.B.S.
郭國全先生，B.B.S.
郭琳廣先生，B.B.S.
郭李宛群女士
郭烈東先生
郭文緯先生，S.B.S., I.D.S.
郭 炎先生
郭炳江先生，S.B.S.

郭炳聯先生
郭炳湘先生
郭修圃先生
郭少明先生，B.B.S.
郭永強先生，M.H.
郭原慧儀女士
鄺志強先生
鄺正煒先生
鄺海疇博士
鄺漢生先生，G.B.S.
鄺其志先生，G.B.S.
鄺國鑑先生，M.H.
賴錫璋先生，B.B.S.
賴福明醫生，B.B.S.
黎慶寧先生
黎葉寶萍女士，B.B.S.
賴錦璋先生，B.B.S., M.H.
黎嘉能教授
黎高穎怡女士
雷康侯博士
黎明華醫生
黎 年先生，G.B.S.
黎樹濠先生，B.B.S., M.H.
黎時煖先生，B.B.S.
黎達生先生，M.H.
賴恬昌先生
黎韋潔蓮女士
黎永開先生
林赤有先生，B.B.S., M.H.
林張灼華女士
藍章翔醫生
林志釗先生
林志傑醫生，B.B.S., M.H.
林正財醫生，B.B.S.
林 濬先生，S.B.S.
林中麟先生，G.B.S.
林大偉先生
林孝信先生
林凱章先生
林海涵先生
林漢強先生
林國基醫生
林家輝先生，B.B.S.
林健枝教授，S.B.S.
林健鋒議員，G.B.S.
林乾禮先生
林鉅津醫生

林鉅成醫生
林群聲教授，S.B.S.
林國昌先生，B.B.S.
林國興先生
林國良先生
林李翹如博士，G.B.S.
林露娟教授
林文輝先生
林貝聿嘉女士，G.B.S.
林新強先生
林順潮教授
林筱魯先生
林兆榮先生
林大輝先生，S.B.S.
林大慶教授，B.B.S.
林德亮先生，M.H.
林天福先生
林偉強先生，S.B.S.
林惠玲女士
林雲浩法官
林和起先生，B.B.S.
林煥光議員，G.B.S.
藍鴻震先生，G.B.S.
劉智強先生，M.H.
劉志權先生
劉智鵬博士
劉志宏博士，B.B.S.
劉長珠女士，B.B.S.
劉千石先生
劉楚釗醫生，G.M.S.M., M.H.
劉龐以琳女士
劉興華先生，M.H.
劉漢銓先生，G.B.S.
劉漢華先生，S.B.S.
劉業強議員，M.H.
劉遵義教授，G.B.S.
樓家強先生，M.H.
劉嘉敏先生
劉啟漢教授
劉健華博士
劉健儀女士，G.B.S.
劉江華先生
劉國裕博士
劉文龍先生
劉文文女士，B.B.S., M.H.
劉文煒先生，B.B.S.
劉鳴煒先生，B.B.S.

劉慕儀博士
劉炳章先生，S.B.S.
劉佩瓊女士，B.B.S.
劉細良先生
劉世仁先生
劉秀成教授，S.B.S.
劉兆佳教授，G.B.S.
劉詩韻女士
劉德華先生，B.B.S., M.H.
劉鐵成先生
劉華森博士，G.B.S.
劉慧卿女士
劉惠靈牧師，B.B.S.
劉偉榮先生，B.B.S.
劉榮廣先生
劉皇發先生，G.B.M., G.B.S.
劉燕卿女士
劉余寶堃女士
羅致光博士，G.B.S.
羅君美女士，M.H.
羅范椒芬議員，G.B.S.
羅可欣女士
羅健中先生
羅紹明先生
羅淑君女士
羅義坤先生，S.B.S.
Mr. Stuart Hamilton LECKIE
李焯芬教授，G.B.S.
李子建教授
李正儀博士
李柱銘先生，S.C.
李振強先生，B.B.S.
李許美嫦女士，M.H.
李嘉音女士
李澤培先生，S.B.S.
李宗德先生，G.B.S.
李家松先生
李家傑博士，G.B.S.
李嘉士先生
李家仁醫生，B.B.S., M.H.
李啟明先生，G.B.S.
李金鴻先生，B.B.S.
李簡靄霞女士
李國麟議員，S.B.S.
李群華先生
李烱前教授
李麗娟女士，G.B.S.

李劉茱麗女士
李盧玉蟬女士
李聯偉先生，B.B.S.
李文彬先生，S.B.S.
李文俊先生，S.B.S.
李乃熺博士，S.B.S.
李 鍔教授
李鵬飛先生
李炳權先生
李沛良教授
李細燕女士
李秀慧女士
李承仕先生，G.B.S.
李樹榮博士，S.B.S.
李崇德先生，B.B.S.
李惠光先生
李潭陽醫生
李頌熹先生，B.B.S.
李子芬教授
利子厚先生
李慧琼議員，S.B.S.
李偉聯醫生
李偉民先生，B.B.S.
李慧敏女士
李慧賢女士，B.B.S.
李永浩教授
李王佩玲女士，S.B.S.
李煌添先生，M.H.
李業廣先生，G.B.M., G.B.S.
李鋈麟博士
李潤基先生
梁智鴻醫生，G.B.M., G.B.S.
梁智仁教授，S.B.S.
梁馮令儀醫生，B.B.S.
梁家齊先生，S.B.S.
梁國權先生
梁黃文璿女士，S.B.S.
梁志祥議員，B.B.S., M.H.
梁昌明博士，M.H.
梁志強教授
梁志群先生
梁志明先生
梁展文先生
梁祖彬博士，M.H.
梁振英先生，G.B.M., G.B.S.
梁定邦醫生
梁富華先生，B.B.S., M.H.

梁卓偉教授，G.B.S.
梁家駒先生
梁錦松先生，G.B.S.
梁健文先生，B.B.S., M.H.
梁剛銳先生，B.B.S.
梁君彥議員，G.B.S.
梁國輝先生，B.B.S.
梁廣灝先生，S.B.S.
梁光建先生
梁廣偉博士
梁劉柔芬女士，G.B.S.
梁亮勝先生
梁文建先生
梁美芬議員，S.B.S.
梁明娟醫生
梁乃江教授，S.B.S.
梁乃鵬先生，G.B.S.
梁魏懋賢女士
梁頴宇女士
梁愛詩女士，G.B.M.
梁栢賢醫生
梁秉中教授，S.B.S.
梁寶榮先生，G.B.S.
梁世民醫生，B.B.S.
梁王培芳女士，G.B.S.
梁秀志先生
梁水發先生
梁適華先生，S.B.S.
梁省德女士，B.B.S.
梁華勝先生
梁偉權先生
梁維新教授
梁煒彤女士
梁宏正先生
梁永祥先生，S.B.S.
梁永鏗博士
梁和平先生
李陳倩華女士
李志喜女士，S.C.
李志光醫生
李 宗博士
李頌基醫生，B.B.S.
李達三博士，G.B.M.
李鳳英女士，S.B.S.
李漢雄先生，M.H.
李漢城先生，S.B.S.
李家祥博士，G.B.S.

李嘉誠先生，G.B.M.
李國祥醫生
李國章議員，G.B.S.
李國能先生，G.B.M.
李國寶博士，G.B.M., G.B.S.
李國棟醫生，S.B.S.
李國英先生，B.B.S., M.H.
李律仁先生
李民斌先生
李民橋先生
李百灝先生
李彭廣博士，B.B.S.
李秉琳先生
李秀恒博士，B.B.S.
李樹輝先生，S.B.S.
李勝堆先生
李思廉先生
李德康先生，B.B.S., M.H.
李子良先生，S.B.S.
李華明先生，S.B.S.
李應生先生，B.B.S., M.H.
李耀斌先生，B.B.S., M.H.
李越挺先生
梁憲孫教授，S.B.S.
梁欽榮先生，S.B.S.
梁雲生先生
廖長江議員，S.B.S.
廖長城議員，G.B.S., S.C.
廖本懷先生
廖秀冬博士，G.B.S.
廖約克博士，S.B.S.
廖袁經綿女士
李大壯先生，S.B.S.
林亨利先生，M.H.
林雲峯教授
林潔貽女士
林文傑先生
林宣武先生，S.B.S.
林李靜文女士，S.B.S.
林胡秀霞女士，M.H.
烈顯倫先生，G.B.M.
劉長樂先生，G.B.S.
劉漢棟先生
廖漢輝先生
廖烈武先生
廖柏偉教授，S.B.S.
廖勝昌先生

廖榮定先生
廖譚婉琼女士
廖玉玲女士
盧子健博士
盧寵茂教授，B.B.S.
羅仲榮先生，G.B.M., G.B.S.
羅富昌先生
羅康瑞先生，G.B.S.
羅孔君女士
羅嘉瑞醫生，G.B.S.
盧錦華先生，M.H.
盧金榮博士
羅家駿先生，S.B.S.
盧景文教授，S.B.S.
盧文端先生，G.B.S.
羅肇強博士
盧紹杰先生
盧瑞安先生，B.B.S.
盧瑞盛先生
羅叔清先生，B.B.S.
盧偉國議員，S.B.S., M.H.
盧永雄先生，B.B.S.
盧永文先生
羅榮生先生，B.B.S.
盧永仁博士
羅煌楓先生
羅仁禮先生
盧耀楨工程師，G.B.S.
陸恭蕙女士
駱應淦先生，B.B.S.
羅乃萱女士，M.H.
盧雲龍先生
龍王麗生女士
陸 海女士，M.H.
呂慶耀先生
呂志和博士，G.B.M., G.B.S.
呂馮美儀女士
呂禮章先生
呂明華博士，S.B.S.
呂博碩先生
雷兆輝醫生，M.H.
雷添良先生，B.B.S.
雷鼎鳴教授
雷慧靈博士
呂慧瑜女士，B.B.S.
陸觀豪先生，B.B.S.
陸 地博士

龍子明先生，B.B.S., M.H.
龍炳頤教授，S.B.S.
馬清鏗先生，B.B.S.
馬清楠先生
馬清煜先生，S.B.S.
馬逢國議員，S.B.S.
馬豪輝先生，S.B.S.
馬漢寧先生
馬鴻銘博士，B.B.S.
馬錦華先生
馬潔嫻女士，B.B.S.
馬桂榕先生
馬麗莊教授
馬 臨教授
馬寧熙先生
馬時亨先生，G.B.S.
馬耀添先生，S.B.S.
麥龍詩迪醫生，S.B.S.
劉麥嘉軒女士
麥齊光先生，G.B.S.
麥振芳先生
麥海雄醫生，S.B.S.
麥基恩醫生，B.B.S.
麥建華博士，B.B.S.
麥列菲菲教授，G.B.S.
麥美娟議員，B.B.S.
麥瑞琼女士
麥鄧碧儀女士，M.H.
麥業成先生，B.B.S.
文志森博士
Ms. McALISTER Lindsey Anne
麥肯尼先生
麥文浩先生，M.H.
Mr. Richard John Edward
Henry MILLS-OWENS, S.C.
莫乃光議員
莫仲輝先生，M.H.
莫鳳儀女士，M.H.
莫乃鏗先生
莫樹聯先生，B.B.S.
穆 雅先生
Mr. David Austin MORRIS
莫雅頓教授
Dr. MOSER Michael Joseph
司徒偉先生，S.B.S.
Mr. Sitaldas Kewalram MOTWANI, B.B.S.
梅應源先生，M.H.

馬偉東先生
黎雅明先生，M.H.
梁定邦先生，S.C.
吳志榮先生，B.B.S., M.H.
吳哲歆先生，M.H.
吳祖南博士，S.B.S.
伍周美蓮女士
吳朱蓮芬女士，B.B.S.
黃永光先生
吳克儉先生，S.B.S.
吳 雄先生
吳錦津先生，B.B.S., M.H.
吳良好先生，S.B.S.
吳亮星先生，S.B.S.
吳玲玲女士
吳馬太醫生
吳夢珍博士
吳守基先生，S.B.S., M.H.
吳思遠先生，B.B.S.
吳水麗先生，B.B.S.
吳少強先生，M.H.
吳仕福先生，G.B.S.
吳華江先生
吳惠權博士，M.H.
吳慧儀女士，M.H.
吳榮奎先生，G.B.S.
吳永嘉議員
吳永順先生
吳王依雯女士，B.B.S.
吳日章先生
吳有容醫生
倪錦輝先生
倪文玲女士
魏偉明先生
顏潔齡女士
顏吳餘英女士，M.H.
顏寶鈴女士，B.B.S.
黎定基先生，S.B.S.
林菲臘先生，B.B.S.
王東昇先生
柯清輝先生，S.B.S.
白富鴻先生
彭長緯先生，S.B.S.
彭曉明先生
彭學端醫生
彭韻僖女士，M.H.
彭耀佳先生，G.B.S.

彭玉陵先生，S.B.S.
彭玉榮先生，B.B.S.
浦炳榮先生
Mr. Noshir Pheroz PAVRI
Mr. Robin Somers PEARD
邊陳之娟女士，B.B.S.
Mr. PESCOD, Duncan Warren, G.B.S.
龐 創先生，B.B.S.
龐俊怡先生
龐 輝先生
龐愛蘭女士，B.B.S.
潘智生教授
潘展鴻先生
潘祖明博士，B.B.S.
潘宗光教授，G.B.S.
潘 潔博士
潘國濂先生，B.B.S.
潘德鄰醫生
潘永祥博士測量師
潘永祥博士
葛珮帆議員
石禮謙議員，G.B.S.
羅傑志先生，G.B.S.
Mr. ROWE Martin Philip
沙理士先生，G.B.M.
沈 弼爵士
沈伯松教授
岑信棠教授
石漢基先生，B.B.S.
石丹理教授，S.B.S.
石玉如女士
史立德博士，M.H.
史泰祖醫生
施永青先生
盛慕嫻女士
成小澄博士，B.B.S.
Mr. Jal Soli SHROFF
Mr. SHROFF, Neville Savak
岑敏玲女士
沈秉韶醫生，B.B.S.
單仲偕先生，S.B.S.
蕭澤宇先生，B.B.S.
蕭楚基先生，B.B.S., M.H.
蕭炯柱先生，G.B.S.
蕭世和先生，B.B.S.
蕭司徒潔女士
蕭詠儀女士

蕭婉嫦女士，B.B.S.
Mr. Alan Howard SMITH
蘇澤光先生，G.B.S.
蘇周艷屏女士，B.B.S.
蘇祉祺博士，M.H.
蘇慶和先生
蘇錦樑先生，G.B.S.
蘇國榮先生，S.B.S.
蘇麗珍女士，M.H.
蘇碧嫺醫生，B.B.S.
蘇偉文教授，B.B.S.
蘇燿祖先生
宋 林先生
蘇洪亮先生
蘇以葆主教
施文信先生，S.B.S.
施德論先生，G.B.S.
孫鍾小芬女士
孫啓昌先生，S.B.S., M.H.
孫國林先生，B.B.S., M.H.
孫少文先生，B.B.S.
孫永泉教授
孫啟烈先生，B.B.S.
孫寶源先生
孫秉樞博士
孫大倫博士，B.B.S.
孫德基先生，B.B.S.
沈祖堯教授，S.B.S.
施展望先生
施子清先生，S.B.S.
施展熊先生
施清流先生
施祖祥先生，G.B.S.
施榮懷先生，B.B.S.
施榮忻先生
戴希立先生，B.B.S.
戴 權先生，S.B.S.
戴潘靜常女士，B.B.S.
戴德豐博士，G.B.S.
戴耀華先生，M.H.
戴婉瑩女士，G.B.S.
譚宗定先生
譚鳳儀教授，B.B.S.
譚錦球博士，S.B.S.
譚國僑先生，M.H.
譚萬鈞博士，B.B.S.
譚尚渭教授，G.B.S.

譚小瑩女士
譚惠珠女士，G.B.M., G.B.S.
譚偉豪先生
譚榮根博士，B.B.S.
譚耀宗先生，G.B.M., G.B.S.
陳玉書先生
陳亨利先生，B.B.S.
鄧 楨法官，S.B.S.
鄧清河先生，S.B.S.
鄧振強先生，M.H.
唐慶年先生
唐翔千先生，G.B.S.
鄧家彪先生
鄧鉅明博士，M.H.
鄧桂能先生，B.B.S.
鄧國綱先生，B.B.S., M.H.
鄧國威先生，G.B.S.
鄧乃文先生
鄧佩達先生
鄧淑明博士
鄧兆棠醫生，S.B.S.
鄧惠瓊教授，S.B.S.
鄧日燊先生，S.B.S.
鄧佑財先生，B.B.S.
唐尤淑圻女士
鄧英喜先生
鄧英奇先生
唐英年先生，G.B.M., G.B.S.
杜子瑩女士
杜國鎏先生，B.B.S.
Mr. Peter James THOMPSON, S.B.S.
田北俊先生，G.B.S.
田北辰議員，B.B.S.
狄志遠先生，S.B.S.
丁鶴壽先生
丁午壽先生，S.B.S.
丁毓珠女士，G.B.S.
陶桂英女士
唐家成先生，S.B.S.
唐芷青女士
唐楚男先生
唐漢軍醫生
唐國隆醫生
湯修齊先生，M.H.
唐天燊先生
唐偉章教授
湯徫掄先生，B.B.S., M.H.

唐躍峯先生
蔡永忠先生
曾 祥先生
曾智雄先生
曾昭群先生
曾錦林先生，B.B.S.
曾潔雯博士
曾勵強先生
曾蘭斯女士
曾少春先生
曾德成先生，G.B.S.
曾鈺成先生，G.B.M., G.B.S.
謝志偉博士，G.B.S.
謝鴻興醫生
謝國生博士
謝秀玲女士
謝德富醫生，B.B.S.
謝偉俊議員
鄭新文先生
詹德隆先生
左偉國醫生，S.B.S.
蔡克剛先生，B.B.S.
蔡定國醫生
徐慶全先生
徐立之教授，G.B.M., G.B.S.
徐 莉女士
徐聯安博士
徐尉玲博士，B.B.S.
董建成先生，G.B.S.
董趙洪娉女士
董耀中先生
董 煜醫生
韋志成先生，G.B.S.
衛向安醫生
韋國洪先生，S.B.S.
尹志強先生，B.B.S.
溫幸平先生
溫漢璋先生
溫麗友女士，B.B.S.
溫文儀先生，B.B.S.
温悅昌先生，B.B.S., M.H.
溫悅球先生，B.B.S.
汪穗中先生，S.B.S.
華 德先生
溫嘉旋先生，B.B.S.
邱霜梅博士，S.B.S.
王培麗博士

黃澤棠醫生
黃澤恩博士工程師，B.B.S.
黃陳善茹女士
王賜豪醫生，S.B.S.
黃志明工程師
黃子欣博士，G.B.S.
黃錢其濂女士
黃植榮先生
黃靜文女士
黃楚標先生
王 津先生，B.B.S.
黃鎮南先生，B.B.S.
王春波醫生
黃松泉先生，S.B.S.
黃頌顯先生
黃重光醫生
黃頌良博士
王忠秣先生，M.H.
黃漢威先生
黃福鑫先生，S.B.S., S.C.
黃幸怡女士
黃浩明先生
王海國教授，B.B.S.
黃匡源先生，G.B.S.
黃家和先生
王家英教授
黃啟民先生，B.B.S.
黃金池先生，B.B.S., M.H.
王淦基醫生
黃鑑權先生，M.H.
黃錦沛先生
黃家哲先生
王見秋先生，G.B.S.
黃乾亨先生，G.B.S.
黃建彬先生，B.B.S., M.H.
黃建源先生，S.B.S., M.H.
黃景強博士，B.B.S.
黃傑龍先生
黃江天博士
黃冠文先生，B.B.S., M.H.
王桂壎先生，B.B.S.
黃均瑜先生，B.B.S., M.H.
黃 國先生
王國強博士工程師，G.B.S.
黃國健議員，S.B.S.
黃國禮先生
汪國成教授

黃麗娟博士，B.B.S., M.H.
王樂得先生
黃鑾堅先生
黃龍德博士，B.B.S.
王敏超先生
王敏幹教授
王敏剛先生，B.B.S.
黃美美博士，M.H.
黃美春女士
王明鑫先生，B.B.S.
黃戊娣女士，B.B.S., M.H.
黃碧嬌女士，B.B.S., M.H.
黃秉乾先生
黃寶亨先生
王寶明先生
黃保欣先生，G.B.M.
王沛詩女士，B.B.S.
黃沛棠先生
黃鴻超先生，G.B.S.
王世榮博士
黃秀英女士
黃士心先生
王尚仁先生
王守業先生
黃順源先生
黃紹倫教授，S.B.S.
黃兆永博士
王紹爾先生，B.B.S.
黃仕進教授，B.B.S.
黃譚智媛醫生
黃達東先生，M.H.
黃天祥先生，B.B.S.
黃天祐博士
王庭聰先生，B.B.S.
黃定光議員，S.B.S.
王冬勝先生
王惠貞女士，S.B.S.
黃維弼先生
黃宏發先生
黃永灝先生，B.B.S.
王永平先生，G.B.S.
黃永樹先生
黃煥忠教授，M.H.
黃友嘉博士，B.B.S.
王䓪鳴博士
黃英豪先生，B.B.S.
黃英琦女士

王英偉博士，G.B.S.
黃汝璞女士
王于漸教授，S.B.S.
黃遠輝先生，S.B.S.
黃旭倫先生，S.C.
黃玉山教授，B.B.S.
黃容根先生，S.B.S.
吳 斌先生
吳宗權先生
吳光正先生，G.B.M., G.B.S.
胡文棨先生
胡淑星女士
翁以登博士
胡楚南先生
胡紅玉議員，G.B.S.
胡經昌先生，B.B.S.
胡潔瑩博士
胡郭秀萍女士
伍步謙博士，B.B.S.
伍步剛先生
吳伯齡先生
胡兆英先生，B.B.S., M.H.
伍淑清女士，S.B.S.
胡文新先生
胡定旭先生，G.B.S.
任志剛先生，G.B.M., G.B.S.
任錦光先生
任關佩英女士，G.B.S.
殷巧兒女士，M.H.
殷劍波先生
楊傳亮先生，B.B.S.
楊敏德女士，G.B.S.
楊紹信先生
楊偉雄先生
姚祖輝先生，B.B.S.
姚 珏女士
姚 剛先生
葉天養先生
葉健雄教授
邱可珍女士，M.H.
邱浩波先生，S.B.S., M.H.
游秀慧女士
邱誠武先生
邱小菲女士
尤曾家麗女士，G.B.S.
邱榮光博士
葉維義先生

楊永強醫生，G.B.S.
楊志達先生
楊志紅女士，S.B.S.
楊 釗博士，G.B.S.
楊顯中博士，S.B.S.
楊家聲先生，G.B.S.
楊建文先生
楊港興先生，B.B.S.
楊國強先生
楊國琦先生，B.B.S.
楊羅觀翠博士
楊萬里先生，B.B.S.
楊寶坤先生
楊少初先生
楊少偉先生，M.H.
楊 森博士，S.B.S.
楊德華先生
楊偉忠先生 ( 又名楊偉誠先生 )，B.B.S., M.H.
楊位款先生，M.H.
楊耀忠先生，B.B.S.
楊堯天先生
楊汝萬教授，S.B.S.
楊毓照先生，M.H.
楊育城先生
易志明議員
葉禮德先生
嚴志明先生
閻 峰先生
嚴建平先生
嚴迅奇先生，B.B.S.
嚴玉麟先生
尹德勝先生，S.B.S.
葉振南先生，B.B.S., M.H.
葉振都先生，B.B.S., M.H.
葉迪奇空軍中校，B.B.S.
葉興國先生，M.H.
葉賀曾愉女士
葉秀華女士
葉 華先生，B.B.S.
葉永成先生，B.B.S., M.H.
葉詠詩女士，B.B.S.
姚志勝先生
姚中立先生
姚子樑先生
楊 媯女士
楊孝華先生，S.B.S.
楊立門先生，G.B.S.

楊國倫教授
楊乃舜先生
楊紫芝教授，G.B.S.
楊子剛先生
余若海先生，S.B.S., S.C.
于常海教授
于海平女士
余漢坤先生，M.H.
余開堅先生
余錦基先生，B.B.S.
余國春先生，G.B.S.
余鵬春先生，S.B.S.
余錫光先生
余秀珠女士，B.B.S., M.H.
余嘯天先生，B.B.S.
余叔韶先生
余少華博士
楊孫西先生，G.B.M., G.B.S.
楊華勇先生
余惠偉先生

俞宗怡女士，G.B.S.
余國樑先生，B.B.S., M.H.
阮中鎏醫生
阮紀堂先生
袁國強先生
袁國勇教授，S.B.S.
袁文俊博士
袁 武先生，G.B.S.
袁寶榮教授
阮德添先生，M.H.
阮曾媛琪教授，B.B.S.
袁維昌醫生
郁德芬博士，B.B.S.
容正達先生，B.B.S.
榮智權先生
容顯光先生
榮鴻慶先生
容永祺先生，S.B.S., M.H.
盛智文博士，G.B.M., G.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