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唐曉君期望日後能將獎項推廣到香港以外的地區，
讓更多人認識這個推動銷售專業的平台。

�　�梁俊傑認為，每樣產品或服務其實也有其特
點，推銷員可思考如何將之變得與眾不同。

銷售界奧斯卡
 服務指標廣受認可

嘉許專業典範
 打造銷售業界與眾不同

49 主要贊助機構：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首席贊助機構：

第   屆
傑出推銷員獎 特刊

Midland Holdings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 � 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與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合辦的「傑出推銷員獎」，自
1968年推出至今，廣受各行各業的認可，更被喻為銷售界的「奧斯卡」。今
年共有64間公司參賽，分別有185人獲提名「傑出推銷員」及27人獲提名「傑
出青年推銷員」，情況令人欣喜。�
� 本報記者� 林倩恆

� � 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不論是推銷員還是其銷售產品，都應有着與
眾不同的特質，才能獲得客戶垂青。今屆「傑出推銷員獎」以「與眾不同」為主題，
市場推銷研究社主席梁俊傑期望，藉着比賽讓推銷員思考如何發揮自身強項，以與
眾不同的推銷技巧，將產品或服務帶給客戶。
� 本報記者� 歐志雄

應屆「傑出推銷員」籌委會主席唐曉君表示，看到愈來愈多公司關注這個
獎項，並於公司內遴選出最優秀的員工參賽；亦有當年的參賽者成為

主管，主動推薦同事參賽，這種薪火相傳的精神，證明「傑出推銷員獎」備受
肯定。

增設工作坊 了解評審機制
    今年大會新增「新手包工作坊」環節，旨在讓首度參賽的公司及參與者，
能深入了解比賽的流程及賽制。唐曉君續指︰「籌委會成員會即場解答參賽者
的疑難，又分享參賽心得，參賽者從中有機會與以往得獎者傾談，加強參賽信
心。」有關工作坊反應熱烈，大獲好評，唐曉君相信來年亦會繼續舉辦。
    每年比賽大會均設有不同主題回應行業需要，今年則為「與眾不同」。唐曉
君解釋，香港的市場瞬息萬變，客戶的要求愈來愈多，作為出色的銷售人員，
必須發掘並善用個人優點，作為銷售的獨特之處；又要因應客戶的需求制定個
人化服務，加深客戶的印象，從而建立長遠的合作關係。因此，「與眾不同」是
傑出銷售員的必備條件。

獎項認受性高 提升客戶信心
    事實上，本港的銷售服務水平甚高，從業員能因應社
會的急速節奏，隨機應變配合顧客所需。唐曉君認為，
「傑出推銷員獎」是給予客戶專業及信心的保證，「因為很
多客戶都認識這個獎項，明白到獲公司提名參賽並取得
獎項的銷售員，專業水平極高，讓客戶可安心與他們合
作。而銷售人員要持續吸收新資訊，方能緊貼社會步
伐而作出調整。」
    談及「傑出推銷員獎」將踏入第50屆，唐曉君直
言非常期待，並鼓勵更多中小企派員參賽，「參賽有
助帶動公司士氣，員工亦會感激公司栽培，有利提升
整體業界的銷售水平。」為答謝業界對獎項的鼎力支
持，籌委會已着手籌備下一屆活動。唐曉君期望日後
能將獎項推廣到香港以外的地區，讓更多人認識這個
推動銷售專業的平台。

作為銷售業界的年度盛事，每屆「傑出推銷員獎」的參賽企業及人數穩步上揚。
整體而言，梁俊傑認為近年參賽者能把日常的推銷技巧應用於比賽上，水平

亦較過去提升了不少，「近年參賽者既可運用創新的銷售手法，並有效配合產品或
服務的實際用途，水準之高令人耳目一新。」他又指，近年參賽企業不再限於本
地，亦有來自內地、台灣、澳門以至東南亞等地，反映比賽逐步走向國際，獲廣泛
認同。

各展所長 專業貼心服務
    近年，不少市場上的產品或服務相近，但梁俊傑認為，每樣產品或服務其實也有
其出眾之處，今屆主題正好讓推銷員思考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突圍而出。「每位
推銷員也有個人特色及獨有的推銷技巧，重點是如何令客戶留下深刻印象，希望推銷
員可從中思考，如何發揮自身的強項。」
    此外，梁俊傑認為不論在銷售途徑還是銷售體驗方面，也可
以做到與眾不同。「每一位客戶也是與眾不同，我們希望將此
信息帶給推銷員及其企業，讓每位推銷員也可以用與眾不同的
手法，將與眾不同的產品或服務帶給與眾不同的客戶，使客
戶能夠享受更貼心、更有樂趣的銷售體驗。」

走向國際 擴大參賽層面
    創辦近半個世紀，「傑出推銷員獎」即將踏入第50屆，梁
俊傑認為獎項除了得到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國際市場推銷
研究社、贊助商、評判團、歷屆籌委會成員及社會各界的
支持外，更重要是比賽的透明度高，評分準則清晰，能達
至公平公正，給予參賽企業不少信心。
    展望未來，梁俊傑期望有更多不同規模、不同行業、
不同地域的企業參加比賽，讓「傑出推銷員獎」成為亞太區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銷售比賽，為各企業提供一個多元的交
流平台，使銷售走向更專業。適逢比賽來年踏入第50屆，
梁俊傑呼籲有意擴闊眼界及在銷售業務更上一層的推銷
員，積極建議公司推薦參賽，期望在下屆看見更多優秀
的同業參與其中。

    謹此衷心祝賀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屬下的市
場推銷研究社成功舉辦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
獎，以及一眾獲獎的傑出推銷員。
    獎項於1968年首次舉辦以來，得到社會及各
界廣泛認可，不斷提升銷售員的專業服務水平。
時至今日，獎項已成為業界一年一度的盛事。憑
着銷售員的貢獻、創新及優秀的銷售，香港的銷

售行業將會愈趨成功。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銷售行業將會繼
續人才輩出，百花齊放。
    銷售和營銷對一間機構成功與否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要在今
天競爭激烈的市場下脫穎而出，關鍵在於「與眾不同」。經過今屆比
賽， 得獎者更能夠進一步裝備自己，透過他們的專業精神，商業頭
腦和努力工作，以應付不斷變化的需求。  
    最後，我衷心的祝賀今屆得獎者和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百尺竿
頭，更上一層樓。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
局長

黎棟國  GBS IDSM 太平紳士

    過去四十九年來，傑出推銷員獎見證着香港
不同行業的持續發展。銷售行業更成為香港經濟
的重要基礎，優秀的銷售人員更是當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傑出推銷員獎一直致力推動專業銷售，
更被譽為銷售界的「奧斯卡」。獎項培育了許多銷
售精英，鼓勵他們繼續其出色的表現，促使他們
再創高峰。毋庸置疑，傑出推銷員獎將繼續嘉許

一眾優秀的銷售員，並為銷售行業進一步確立專業的形象。
    本人在此熱烈祝賀今屆所有得獎者，他們成功的典範為同儕定
下傑出的榜樣。我相信他們能夠繼續保持傑出銷售員應有的水平，
並向前邁進，取得空前的成功。
    最後，本人謹代表市場推銷研究社衷心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GBS  IDSM太平紳士擔任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
同時，感謝各評判團成員為本獎項付出的寶貴時間。特別感謝第
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主席唐曉君小姐及其團隊的無私付
出，令今屆的獎項得以圓滿舉行。

市場推銷研究社
主席

梁俊傑

    電子商貿是現今商業社會一個不可改變的大
趨勢，並為銷售員帶來巨大挑戰。顧客可透過網
上平台獲得產品信息，並且輕鬆地進行交易，過
程中亦沒有地域限制。隨着電子產品包括智能手
機和平板電腦的廣泛使用，顧客可以隨時隨地購
買任何產品，而產品亦會依時送遞，換而言之，
前線銷售員發揮的作用亦相對下降。然而，各行

各業對傑出的推銷員有殷切的需求。
    在這個競爭激烈和變化萬千的社會中，銷售員應該為客戶提供
獨一無二的購物體驗。與客戶溝通，為他們提供最佳解決方案，成
為銷售員和客戶之間最獨特的互動環節。長遠而言，銷售精英應該
忠誠地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的主題是
「與眾不同」，提醒一眾傑出推銷員要創新，並多行一步，想顧客所
想，締造雙贏的局面。 
    自成立49年以來，獎項旨在表彰各界優秀的銷售員，為銷售行
業進一步，並對他們的卓越成就作出肯定。本人衷心祝賀今年的得
獎者，他們證明了他們的獨特性和實力，在同儕中脫穎而出，並為
銷售業界的下一代奠定良好的基礎。本人祝願他們前程似錦！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主席

詹康信

    本人謹代表國際市場推銷研究社及全球各地
的會員衷心祝賀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成功舉辦第
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售員獎頒獎典禮。 
    在此，要特別祝賀每位「傑出銷售員獎」及
「傑出青年銷售員獎」的得獎者。透過他們的專業
精神，成功的決心及追求卓越的承諾，每位獲獎
者都展現了優勝者的素質。要在當今競爭激烈的

市場中突圍而出，銷售員必須具備全球化的視野。藉着今年的頒獎
典禮表揚優秀的傑出推銷員，進一步確認他們對銷售行業的貢獻和
支持，並獲得世界性的認同。
    透過專業的培訓及憑着良心爭取佳績，各位得獎者均成為銷售
界的翹楚。同時，他們亦充分展現出優秀推銷員必須具備的素質，
包括與客戶建立關係，以客為本，高道德水平及對銷售專業的熱
誠。
    國際市場推銷研究社是一個專業協會，全球成員數以千計，堅
持市場營銷的道德標準及知識分享，並致力推廣持續進修，對全球
經濟產生積極而正面的影響。
    我鼓勵各得獎者繼續秉持傑出推銷員必須具備的素質，平衡商
業利益及道德的標準，並且終身學習，將銷售界的專業發光發亮！
    本人感謝香港管理協會及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致力協助國際市
場推銷研究社，通過更理想的銷售為所有人爭取更好的生活水準。

國際市場推銷研究社
主席兼行政總裁

Willis Turner  CAE CME CSE

    本人非常榮幸擔任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
籌委會主席。這個國際性的獎項旨在讓公眾對各
出色的銷售員給予充分的嘉許。
    今年，籌委會以「與眾不同」為獎項主題，讓
銷售員進一步地展示他們「與眾不同」的一面。在
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一成不變的服務方式已不合
時宜，能夠從競爭對手中分別出來的，正正是傑

出的推銷員的獨特性。
    今年是令人鼓舞的一年，參賽公司有64間，共有185位傑出推
銷員及27位傑出青年推銷員獲得提名。本人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所有
參賽公司，以及本屆首席贊助機構美聯集團及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主要贊助機構權威物業廣告有限公司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及
贊助機構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的鼎力支持。
    本人亦非常感謝所有評判團成員百忙中抽空參與評審工作。同
時，本人亦很高興邀請到富利堡集團主席黃毅力先生擔任「表達技巧
訓練講座」之演講嘉賓，分享其精彩及寶貴的經驗。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各位四十九屆獎項籌委會員的付出、貢獻及
全情投入致以衷心的感謝，令獎項取得圓滿成功。
    最後，衷心祝賀各位得獎者，期望你們事業更進一步，再創佳
績！

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
主席

唐曉君

    為要適應急速變化的市場和客戶日益增長的
需求，銷售員必須有足夠的靈活性來應付挑戰。
科技的進步亦同時擴大了銷售員與客戶溝通的方
式，而當中成功的關鍵是銷售員需要在銷售過程
中為產品增值。銷售員應該掌握所需的技能和知
識，而終身學習將是幫助他們從同儕中脫穎而出
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自一九六八年以來，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屬下的市場推銷研究社
成立以來首次舉辦傑出推銷員獎。獎項一直致力嘉許各行各業的銷
售精英所作出的貢獻，致力提升和促進卓越的銷售。獎項被譽為「銷
售界的奧斯卡」，旨在表彰各界最優秀的銷售員，為銷售行業進一步
制定高水平的指標，並對他們的卓越成就作出肯定。
    在此，本人很高興能見證今年得獎者取得的卓越表現，他們充
分展示出傑出銷售員應有的「與眾不同」的特質。我相信他們將繼續
茁壯成長，在未來會取得更高的成就！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總裁

李仕權博士

賀辭
第49屆傑出推銷員獎得獎名單

主題︰與眾不同
DSA得獎者─傑出推銷員獎 姓名

1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趙穎芝 
2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吳敍蓮
3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徐非
4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宏
5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鄭啟謙
6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潘閩峯
7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彭紹豪
8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謝文浦
9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余焯威
10 中原（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陳永城
11 中原（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鄭文正
12 中原（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岑嘉耀
13 中原（工商舖） 朱文英
14 中原（工商舖） 何芳
15 中原（工商舖） 羅智健
16 中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張莉歡
17 中原地產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陳學豐
18 中原地產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黃嬌
19 中原地產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榮旗
20 中原地產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肖娜
21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蔡煒基
22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黃智斌
23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楊家豪
24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余煥銳
25 世紀21奇豐物業顧問行 胡國強
26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林壯欣
27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林潔楹
28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劉耀暘
29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傅郁毅
30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王曉莉
31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張原源
32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張澤彬
33 重慶（香港）中原行銷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高小媛
34 重慶（香港）中原行銷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吳川梅
35 重慶（香港）中原行銷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余賈
36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金偉恩
37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賴嘉希
38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王少傑
39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陳彧君
40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張家雄
41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曾嘉威
42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黃 邦
43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陳熙朗
44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周皓霆
45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李詠琪
46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嚴志峰
47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韓英揚
48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林雅雄
49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吳海濱
50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黃振傑
51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黃健忠
52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csl. 鄭振傑
53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csl. 鄧偉超
54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csl. 曾展恒
55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羅力恒
56 敦豪國際速遞（香港）有限公司 林芷君
57 敦豪國際速遞（香港）有限公司 王志成
58 廣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梁穗堅
59 廣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唐奇東
60 廣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鍾祝健
61 廣州美聯港置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解應進
62 喜利得（香港）有限公司 張華義
63 喜利得（香港）有限公司 黃鴻佳
64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陳邦智
65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李僑剛
66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伍健偉
67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鄭楚霞
68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張浩楎
69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吳嘉龍
70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譚碧珊
71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張家耀
72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梁尚琦
73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陸鈞宇
74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葉鎮龍
75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林孝璋
76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林雪雯
77 香港置業（工商舖）有限公司 高俊德
78 香港置業（工商舖）有限公司 劉美施
79 香港儲物室 張偉光
80 中原（湖南）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梁志盛
81 工銀亞洲 鄭智豐
82 工銀亞洲 張俊雄
83 工銀亞洲 鍾佩恆
84 工銀亞洲 高婉甄
85 工銀亞洲 林啟智
86 IPP Financial Advisers Holdings Limited 林麗嫦
87 IPP Financial Advisers Holdings Limited 曾嘉裕
88 IPP Financial Advisers Holdings Limited 張婧雯
89 江森自控香港有限公司 柯愛麗
90 美聯物業（商舖II）有限公司 陳淑敏
91 美聯物業（商舖II）有限公司 鄭鎵浠
92 美聯物業（商舖II）有限公司 鄭靄瑩
93 美聯物業（商舖II）有限公司 李業嘉
94 美聯物業（商舖II）有限公司 曾海鵬
95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鄭家榮
96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周安東
97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林懋霖
98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宋康
99 美聯物業代理（商業）有限公司 陳世光
100 美聯物業代理（商業）有限公司 劉浩林
101 美聯物業代理（商業）有限公司 劉勵勤
102 美聯物業（澳門）有限公司 張亮
103 美聯物業（澳門）有限公司 楊嘉豪
104 美聯物業（澳門）有限公司 司徒志遠
105 美聯物業（深圳）有限公司 唐巢南
106 經絡按揭轉介 黎玉婷
107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李凱燕
108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李雪瑩
109 昂坪360有限公司 沈嘉美
110 昂坪360有限公司 黃騁璋
111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 Now TV 劉俊雄
112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 Now TV 廖惠琳
113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 Now TV 黃浩勤
114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詹嘉瑩
115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葛靚
116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李家豪
117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彭嘉璐
118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陳芳如
119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李則曦
120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湯星潔
121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蔡慧敏
122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阮雅穎
123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有限公司 歐少峰
124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有限公司 高文開
125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有限公司 余煥炤
126 利嘉閣（澳門）地產有限公司 洪梅梅
127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羅婉婷
128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盧聖峰
129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尹皓霆
130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黃萬盛
131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黃萬華
132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 羅家希
133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 楊詠芝
134 四川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黃莅翔
135 四川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鄭何
136 Skechers Hong Kong Limited 林俊傑
137 旭逸酒店 陳美儀
138 陞域（控股）有限公司 - 拉斐特 張韻雯
139 陞域（控股）有限公司 - 拉斐特 李曉暉
140 陞域（控股）有限公司 - 拉斐特 蔣曉霖
141 陞域（控股）有限公司 - 拉斐特 黃詩燕
142 陞域（控股）有限公司 - 拉斐特 袁美琪
143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陳倩菁
144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林美華
145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岑穎琴
146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湯恩銘
147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張思泰
148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黃敏儀
149 家匠有限公司 袁冠璋
150 凸版資訊（香港）有限公司 麥欣虹
151 凸版資訊卡片有限公司 蕭瀟
152 凸版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茹達成
153 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陳詠兒
154 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林寶姍
155 香港W酒店 陳淑芬
156 香港W酒店 譚倩影
157 廈門港中原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張偉亮
158 廈門港中原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宗麗華
159 珠海市港美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邱雨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安蘭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梁奇璧
中原（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詹寶儀
中原（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吳鳳至
中原地產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龍子穎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羅健強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勞兆祖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曾振杰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陳彤暉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李雋穎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尹劍秋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楊康廉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羅定康
美聯物業（深圳）有限公司 劉敏
美聯物業（深圳）有限公司 羅剛
美聯物業（深圳）有限公司 王科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李嘉謙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劉錦英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李名鎧
利嘉閣（澳門）地產有限公司 梁家傑
四川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何豔梅
Skechers Hong Kong Limited 陳兆龍
珠海市港美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洪萌
珠海市港美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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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市場推銷研究社籌委會成員名單
主席 梁俊傑（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第49屆傑出推銷
員獎籌委會主席

唐曉君（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籌委會成員 陳慧婷（法國巴黎銀行香港）
陳令因（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玲（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鄭凱謙（中原（工商舖））
莊小慧（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馮思哲（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何思遠（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何朗文（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林潤通（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廖奕智（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羅淑儀（亞洲國際博覽館管理有限公司）
吳志立（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曾嘉恩（Groupon）
黃皓欣（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黃杏妍（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楊浚昇（Luxottica Hong Kong Wholesale Limited）
袁建偉（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前主席 周可儀（渣打銀行（香港））
執行秘書 陳燕茹（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大會評審名單（排名以英文姓氏字母為序）

陳偉能MH JP   香港房地產協會會長

陳利華 香港總商會副總裁
（政策及商務發展）

巢國明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

周家賢博士 香港品質管理協會主席

張淑儀博士 英國特許市務學會（香港）
榮譽顧問

張裕棠博士 香港電子業商會書記

何偉中 香港通訊業聯會主席

何國鈞測量師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

何紹忠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會長

何玉慧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孔令文律師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秘書長

關德仁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2016年
總會會長

劉超沛 創匯商會會長

劉家輝 香港汽車商會副會長

梁綺蓮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
執行委員會會長

盧柏昌工程師 香港工程師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馬志權 香港優質顧客服務協會司庫

莫裕生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
副主席

吳傑莊博士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蘇立夫 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主席

黃麗嫦 香港鐘表業總會當然顧問

胡景豪 香港旅行社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楊悰傑博士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

余嫿 傑出青年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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