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贊助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GBM 

會長
葉恩明醫生, JP 

副會長	
王淦基醫生, JP 
李福善博士, GBM 
莊鍾賽玉女士, JP 

主席	
林余佩馨女士                   

副主席	
李百灝先生, MBE, JP 

義務秘書	
賈施雅先生, CBE, JP 

義務司庫	
袁國榮先生 

榮譽法律顧問	
梁肇漢律師樓 

核數師	
謝盧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董事局委員
余柏銓先生
李萍英博士
林小玲女士
冼權鋒博士
戚碧玉博士
許國賢神父
許盧萬珍博士 
陳秀嫻博士, JP 
陳國煌博士
陳紹沅先生
陳達文先生
葉燕心女士
鄧麗華醫生
羅友聖先生, MH

神師	
方叔華神父 

顧問																																			
Prof Robert Schalock

業務發展及服務委員會
袁國榮先生 （主席）
方叔華神父 （委員）
余柏銓先生 （委員）
李百灝先生, MBE, JP （委員）
李萍英博士 （委員）
林余佩馨女士 （委員）
戚碧玉博士 （委員）
陳紹沅先生 （委員）

葉燕心女士 （委員）
賈施雅先生, CBE, JP （委員）

信息科技專責小組
楊全盛先生 （委員）（由2010年5月）
錢國強先生 （委員）（由2010年5月）

管理委員會
陳紹沅先生 （主席）
沈靜姿女士 （委員） 
郭鍵勳博士, JP （委員） 
區域管理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 
阮林瓊娜女士  （沙田、觀塘及港島東區主席）
徐玉卿女士  （荃葵青及深水埗區主席）
楊小玲女士  （屯門及元朗區主席） 
盧鴻業先生  （港島南區主席）
何坤明先生  （屯門及元朗區副主席）
梁郭淑燕女士  （港島南區副主席）
馮布玉娟女士  （沙田、觀塘及港島東區副主席）
鄺坤儀女士  （荃葵青及深水埗區副主席）

人力資源委員會
葉燕心女士 （主席）  
李家濤教授 （委員） 
林振敏先生SBS, QFSM, CPM （委員） 
胡君仲先生 （委員）

社區精神康復服務顧問委員會
王明爍醫生  （主席） 
李常友醫生  （委員）
林翠芳女士  （委員）
徐慕菁醫生  （委員）
黃光磊先生  （委員）
鄧麗華醫生  （委員）
簡聚坤醫生  （委員）

自閉症人士服務顧問委員會
冼權鋒博士 （主席）
余柏銓先生 （委員）
林小玲校長 （委員）
范德穎醫生 （委員）
戚碧玉博士 （委員）
梁麗麗校長 （委員）
劉余寶堃女士, JP （委員）

建築拓展及維修委員會
陳達文先生  （主席） 
施家殷先生  （委員） 
浦偉明先生  （委員）
陳國煌博士  （委員）

服務推廣及公共關係委員會
李春霖先生 （主席）
陳達文先生 （委員）
何鴻鈞先生 （家長代表）
阮林瓊娜女士 （家長代表） 
湯戴夏萍女士 （家長代表）
馮布玉娟女士 （家長代表） 
楊小玲女士 （家長代表） 
潘莫美梨女士 （家長代表）
羅王燕玲女士 （家長代表）

委員芳名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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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黃麗卿女士 （家長代表）
嚴凌少玲女士 （家長代表）

個案取錄審批委員會
陳紹沅先生  （主席）
池燕瑾女士 （委員 / 扶康家長會代表）
盧鴻業先生 （委員 / 扶康家長會代表）

招標委員會
陳紹沅先生  （主席）
李萍英博士  （委員）
葉燕心女士  （委員）

投資及財務委員會
袁國榮先生 （主席） 
賈施雅先生, CBE, JP  （副主席） 
方叔華神父 （委員） 
羅錦榮先生 （委員）

審計委員會
Mr Michael R Eyles  （委員）
陳雪湄女士  （委員） 
楊傑聖先生  （委員）
袁國榮先生  （董事局代表）

研究委員會
許盧萬珍博士 （主席）
李春霖先生 （委員） 
李萍英博士 （委員）
范德穎醫生 （委員）
戚碧玉博士 （委員）
陳慧慈教授 （委員）

交流計劃委員會
方叔華神父  （主席） 
李春霖先生  （委員） 
李萍英博士  （委員） 
林余佩馨女士  （委員）
許國賢神父  （委員）
許盧萬珍博士  （委員） 
陳紹沅先生  （委員） 
陳楊綺麗女士  （委員）

扶康家庭管理委員會
李萍英博士 （主席）
方叔華神父 （委員）
林余佩馨女士 （委員） 
陳紹沅先生 （委員）
陳楊綺麗女士 （委員）

區域管理小組委員會	（港島南區）	
盧鴻業先生 （主席 / 悅智之家家長代表） 
梁郭淑燕女士 （副主席 / 怡諾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梁芷芳博士 （委員） 
謝譚佩卿女士 （怡諾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梁李煥女士 （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家長代表） 
劉桂森先生 （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家長代表） 
王尹蓮女士 （思諾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林張衛蓮女士 （思諾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Ms Islam Kanchanok （悅行之家家長代表）  

袁廖月好女士 （悅行之家家長代表） 
司徒畬先生 （悅智之家家長代表）  
嚴凌少玲女士 （悅群之家家長代表）  
吳金英女士 （毅信之家及毅誠工場家長代表）  
楊林薇蛾女士 （毅信之家及毅誠工場家長代表）  

區域管理小組委員會	（沙田、觀塘及港島東區）	
阮林瓊娜女士  （主席 / 靄華之家家長代表）
馮布玉娟女士  （副主席 / 順利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王國才先生 （秦石成人訓練中心 / 禾輋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周惠芳女士 （秦石成人訓練中心 / 禾輋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張廣嗣先生 （健持之家家長代表）
陳華仔先生 （健持之家家長代表）
王陳芝英女士 （清蘭之家家長代表）
吳鮑金枝女士 （樂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李祖銘先生 （興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鄭秋波先生 （興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梁 女士 （靄華之家家長代表）

區域管理小組委員會	（荃葵青及深水埗區）	
徐玉卿女士 （主席 / 委員）
鄺坤儀女士 （副主席 / 麗瑤成人訓練中心及上李屋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陳卓鳳英女士 （委員）
林張婉卿女士 （石圍角工場及輔助就業服務家長代表）
譚黃麗卿女士 （石圍角工場及輔助就業服務家長代表）
章渝生先生 （長沙灣成人訓練中心及友愛之家家長代表）
楊思敏女士 （長沙灣成人訓練中心及友愛之家家長代表）
陳麗英女士 （長康之家家長代表） 
黃瑞萍女士 （長康之家家長代表）
傅佩瓊女士 （祖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黃黃婉霞女士 （祖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湯戴夏萍女士 （葵興職業發展中心家長代表）
黃林智芬女士 （葵興職業發展中心家長代表）
鄒秀英女士 （澤安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談寶釗先生 （麗瑤之家家長代表）
何鴻鈞先生 （麗瑤成人訓練中心及上李屋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區域管理小組委員會（屯門及元朗區）	
楊小玲女士  （主席 / 委員）
何坤明先生  （副主席 / 委員） 
湯惠媛女士 （山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敖羅少霞女士 （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家長代表）
何丁有先生  （天耀之家家長代表）
潘莫美梨女士  （天耀之家家長代表）
莊艷芳女士  （良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游美玲女士  （良景成人訓練中心家長代表）
魏婉玲女士  （柔莊之家家長代表）
許佩玲女士  （潔康之家家長代表） 
楊江瑞意女士  （潔康之家家長代表）

義務醫生
伍于健醫生  
朱偉星醫生  
李福基醫生  
高煒杰醫生  
鍾樹康醫生  
顧國偉醫生 

義務牙醫
何志偉醫生  
劉德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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