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有限公司 

The Professional Validation Centre of Hong Kong Business Sector Limited 
 

「2017 榮譽院士頒授計劃」及「院士、副院士及商務師推動計劃」 

副院士獲選名單 

 

 
序號 姓名 現職公司 職位 所屬行業 

1 丁兆麟先生 高知特信息技術(香港)有限 

公司 

數字化服務主管 資訊科技業 

2 方智仁先生 保樂力加香港及澳門 市務經理 洋酒品牌及

零售業 

3 王淑敏女士 La Mod Salon 營運經理、髮型師及教

學主任 

美髮業 

4 司徒偉賢先生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助理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5 伍尚均先生 三寶鐘錶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經理 鐘錶業 

6 朱國麟先生 Salon Boku 創作總監 美髮業 

7 吳兆源先生 保樂力加香港及澳門 營業經理 洋酒品牌及

零售業 

8 吳俊廷先生 資生堂香港有限公司 助理技術經理 美髮業 

9 李昌華先生 L'Attitude From Hair to Lifestyle 董事 美髮業 

10 李國基先生 Essensuals Toni & Guy 
Hairdressing 

首席造型師 美髮業 

11 周子昌先生 Essensuals Hairdressing 首席造型師 美髮業 

12 周志堅先生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助理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13 招震雷先生 依格寶集團 TOKIO 髮廊/ 
美研集團髮廊  

創意設計師及教育顧問/

創意總監及髮廊顧問 

美髮業 

14 林翠華女士 保樂力加香港及澳門有限公司 營業經理 洋酒品牌及

零售業 

15 邱國銘先生 La Mod Salon 行政總裁 美髮業 

16 馬貴琴女士 總部 技術總監 美髮業 

17 區若峯先生 Master Cut 營運總監 美髮業 

18 張文駿先生 Unique Hair/ Hair Duo 董事 美髮業 

19 張國雄先生 Just Hair Salon 創作總監 美髮業 

20 張慶妮女士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助理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21 梁文輝先生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助理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22 梁偉雄先生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助理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23 陳志強先生 保樂力加亞洲免稅有限公司 銷售策劃經理 洋酒品牌及

零售業 

24 陳海龍先生 To·kio Hair Designing 創意髮型師及教育顧問  美髮業 

25 陳雅琳女士 智心專業護膚有限公司 董事 美容業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有限公司 

The Professional Validation Centre of Hong Kong Business Sector Limited 
 

「2017 榮譽院士頒授計劃」及「院士、副院士及商務師推動計劃」 

副院士獲選名單(續) 

 

 
序號 姓名 現職公司 職位 所屬行業 

26 麥家禮先生 All About Hair 合夥人 美髮業 

27 黃子傑先生 FlexSystem Limited 副總裁-商務發展 資訊科技業 

28 黃子儉先生 Steam Hair Salon 股東 美髮業 

29 黃文展先生 Taurus Group /Elite 

Company 

區域市場經理 電器業 

30 黃永傑先生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31 黃振宏先生 Hair Max 東主 美髮業 

32 黃煒平先生 昇鋒國際有限公司 銷售經理 電器業 

33 黃嘉賢女士 Colour Group Hair Salon 

LTD 

執行董事 美髮業 

34 楊在霆先生 AMOUR Hair Spa & Salon 持有人及髮型總監 美髮業 

35 葉栢祺先生 360 沙龍專業學院有限公司 髮型導師及教務主任 美髮業 

36 葉偉全先生 博西華家用電器有限公司 電器零售副經理 電器業 

37 葉偉樑先生 Unique Hair 董事 美髮業 

38 葉麗芳女士 Zoe Great Life Ltd. 美容總監 美容業 

39 劉鎧雯女士 Colour Group Hair Salon 

LTD 

技術總監 美髮業 

40 歐陽漢威先生 美泊國際美髮沙龍 髮型師 美髮業 

41 談子傑先生 國際家居零售有限公司 高級營運行政經理 家品業 

42 鄭泳鋒先生 Reborn Hair Limited 創作總監 美髮業 

43 鄭健豪先生 Pop 8 董事 美髮業 

44 盧蒂恩女士 滿堂威女仕用品 經理及美容師 美容業 

45 薜運龍先生 歐黛化妝品有限公司 總經理 化粧品業 

46 謝萬岐先生 Hair Duo 董事 美髮業 

47 鍾月英女士 法國美容水療有限公司 總經理 美容業 

48 鄺德強先生 總部 高級藝術髮型師 美髮業 

49 羅貝兒女士 意宏有限公司 董事長 美髮業 

50 羅美鳳女士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助理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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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士獲選名單(續) 

 
 

序號 姓名 現職公司 職位 所屬行業 

51 羅德偉先生 國際家居零售有限公司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家品業 

52 關堅信先生 Zeal Salon 造型及技術總監 美髮業 

53 關寶玲女士 太子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營業經理 鐘錶珠寶業 

 

 (排名不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