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程 界 社 促 會 
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 Society Ltd 

工程界社促會20週年晚宴 
The 20th Anniversary Dinner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社會事務、培育領袖、 
   團結業界、兩地交流」 

 
 
20 years have gone by and it seems only yesterday when  
Sir S.Y. Chung (Ir Dr. Chung Sze-yuen) and Ir Dr. Nicky Chan (former 
Secretary for Lands and Works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and community-minded professionals such as 
Engineers, Surveyors and Architects, Lawyers, IT Practitioners and 
Educationists decided to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 with the 
primary aim of promot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Association, as decided then,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work for the society at large and foster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land.  
 
We now have about 1,000 individual members, 30 Company Members 
and 70 University Student Members. We have arranged for members 
training courses on legal knowledge, marketing /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preparation for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s. We have organised events, 
such as technical forums, technical site visits, delegations to various cities 
in the Mainland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 were received twice 
by national lead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 the Hong Kong Room 
of the People’s Great Hall in Beijing, as well as the Director /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We are proud to 
have been afforded such a high honour!  
 
AES is now a full-fledged non profit-making organisation with a 
successful history of 2 DECADES. We are striving with our best efforts to 
serve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re is just so much we could do for the well-being of 
Hong Kong and would be pleased to join hands with other community-
conscious people for the purpose. 

 



1995年12月19日，本會成立發佈會 
董建華特首出席本會6週年晚宴 

梁振英先生在本會主辦的公共議題研討會講話 

5週年晚宴名譽顧問鍾士元爵士 
講話 

1999年聲援反對房屋署公司化及 
水務署私營化 

週六公共事務例會 

與中聯辦協調部會面 

中聯辦高祀仁主任接見 

董建華先生與何主席 

與中聯辦教科部會面 



訪問團於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與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兼中國工程科學院院長徐匡迪先生合照  

第二任會長及現任名譽會長胡法光博士工程師 

常任秘書長盧燿楨教授工程師 
(第三任會長) 

北京清華大學國情研修班 

北京訪問團與港澳辦徐澤副主任合照 

本會建議政府北大嶼山 
填海發展100萬人口市鎮 

本會向渠務署建議大坑東興建 
大型蓄洪池以解決九龍西區 
水浸問題 

參觀廣州新機場 

國家領導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  
周光召先生接見  



參與多個電台及電視節目解答市民有關工程問題 

參與8.17「反佔中大遊行」 

與政府本地工程師協會交流 

多次探望九龍城、黃大仙、深水  

參觀港深高鐵工程 

本會青年部聖誕節與近20個 
專業團體青年部共同聯歡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後，本會籌款超過1000萬， 
重建德陽袁家可育小學，北川通口鎮興建11條村救 
急康復中心及一座防疫康復中心 

曾蔭權特首3次出席本會週年晚會及講話 

曾俊華財政司司長為主禮嘉賓及講話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為主禮嘉賓及講話 



With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 following Compan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for their very kind support  

(In alphabetical order) 

AECOM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香港機場管理局 

ATAL Engineering Group 安樂工程集團 

Chinlink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Chun Wo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俊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Dashu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 

Deso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Dixi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仁利工程有限公司 

Gammon Construction Limited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GCL-Poly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Hong Kong Airlines 香港航空 

Hong Kong Society of Economists 香港經濟師學會 

Majestic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定安工程/豐盛創建機電 

Mannings (Asia) Consultants Limited 萬利仕(亞洲)顧問有限公司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NewOcean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新海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Pico Zeman Securities (HK) Limited 比富達證券有限公司 

Professor David Lee Ka Yan 李家仁教授(小明) 

Professor Francis Lau Shiu Kwan 劉紹鈞教授、測量師 

PuraPharm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培力藥業集團 

REC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協進會 

The Hong Kong & China Gas Company Limited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Th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s 澳洲管理會計師公會 

Wo Hing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和興建築有限公司 



李家仁教授(小明) 

劉紹鈞教授、測量師 
Professor Francis Lau Shiu Kwan 



2014-2016年度理事會成員 
名譽顧問 

鍾士元博士、工程師 

顧問 

龐述英工程師 

陳清泉教授、工程師 

鄭漢鈞博士、工程師 

 

蔣震博士 

趙雅各工程師 

周子京教授、工程師 

胡曉明工程師 

高贊明教授、工程師 

關治平工程師 

劉正光教授、工程師 

劉秀成教授、建築師 

劉紹鈞教授、測量師 

劉偉成教授、工程師 

李焯芬教授、工程師 

李行偉教授、工程師 

李家仁教授、醫生 

李承仕工程師 

梁海明博士、工程師 

梁美芬博士、大律師 

盧偉國博士、工程師 

石禮謙先生 

譚華正博士 

譚偉豪博士、工程師 

黃澤恩博士、工程師 

黃景強博士、工程師 

黃國禮工程師 

 

名譽會長 會長 

胡法光博士、工程師 盧耀楨教授、工程師 

創會會長 主席 

陳乃強博士、工程師 何鍾泰博士、工程師 

高級副主席 

區德祈工程師 
李銘清工程師 

盧敬賢工程師 
樂法成博士、工程師 

馬利德工程師 
彭一邦博士、工程師 

副主席 

陳志豪工程師 

陳慶明測量師 

張仁康工程師 

張大恩工程師 

林灼欽律師、工程師 

梁以德教授、工程師 

李兆林工程師 

莫卓琛工程師 

吳國俊工程師 

曾昭群工程師 

曹志華博士、工程師 

 

徐偉工程師 

容超雄工程師 

 

義務秘書長 義務司庫 助理義務秘書長 

李炳權工程師 陳達智工程師 林志成工程師 

理事 

陳子明工程師 

陳普森先生 

陳少康測量師 

 

陳壽同工程師 

 

張少華工程師 

 

 

周廷鍔工程師 

何世傑博士、工程師 

姜鎮昌工程師 

顧玉燦工程師 

關智鍵先生 

關犖芳工程師 

劉志雲工程師 

劉景順工程師 

李冠忠工程師 

李偉國工程師 

梁國基工程師 

梁偉豪工程師 

梁宇華工程師 

梁經焯工程師 

馬錦漢工程師 

麥建華博士、工程師 

麥國成工程師 

吳民光博士、工程師 

敖少興工程師 

岑麗珊博士 

蕭文波工程師 

鄧銘心工程師 

鄧社堅工程師 

謝鋮浚先生 

謝國洲工程師 

黃志明工程師 

黃之偉測量師 

黃博度先生 

余建浩博士、工程師 

余錫萬工程師 

當然理事 

賴震暉工程師 

晚宴籌委會 

何鍾泰博士、工程師 
盧耀楨教授、工程師 
馬利德工程師 
余建浩博士、工程師 

李炳權工程師 
陳達智工程師 
張大恩工程師 

關智鍵先生 

賴震暉工程師 
莫卓琛工程師 
林志成工程師 
李銘清工程師 

樂法成博士、工程師 

林灼欽律師、工程師 

伍國雄工程師 
伍啟賢工程師 

敖少興工程師 
黃之偉測量師 
梁志衡先生 
蔡健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