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munity Business is a not-for-profit organisation whose mission is to lead, inspire 
and support businesses to improve their positive impact on people and communities. 

社商賢匯是一家非牟利機構，其使命是領導、啟發及支持商界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發揮企業對人群和社區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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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社商賢匯公佈 2016 年度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得獎名單 

香港，2016 年 5 月 18 日 -  致力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並於亞洲多元共融範疇建立了思想領導

地位的非牟利機構社商賢匯昨晚揭曉了 2016 年度香港同志共融大獎 11 個獎項的得獎名單。出

席為紀念「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 而舉行的頒獎晚宴的嘉賓包括商界領袖、同志共融的支

持者和倡導者、英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加拿大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

領事、歐盟駐香港及澳門辦事處主任、以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新任主席等，三百多位嘉賓雲集於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高朋滿座，一同慶祝香港在推動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統稱「同志」

多元共融上的努力和成就。 

 

相片連結: www.communitybusiness.org/events/2016/160517_HKLGBTA2016_Gala_Dinner.htm 

 

香港同志共融大獎乃香港唯一表彰同志共融的獎項。在 2015 年首度舉辦此大獎並獲得熱烈迴

響後，社商賢匯將獎項數目由去年的 4 個增加至 11 個，以表揚努力以具有策略性、前瞻性、持

續性及影響力的方式推動同志共融的人士、企業及機構。11 個獎項共獲得 100 個提名，而各獎

項均設有一個評審團。各評審團由一位相關範疇的外來獨立專家及／或來自獎項贊助公司的高

級行政人員，及兩位社商賢匯的代表組成。 

 

社商賢匯行政總裁魏余雪奕女士表示：「我們熱烈慶賀一眾得獎者在香港及為香港所作出的傑

出貢獻。這十一個獎項各自代表著整體共融事業的一個重要部分，各部份加起來就能有效在職

場及社區中推動同志共融，成就更美好的香港。同時，我們亦要祝賀各入圍人士、企業及機構，

他們都是真正的開拓者、創新者、及變革者。作為評審之一，我和其他評審團成員都為他們對

同志多元共融的承擔和付出而動容，並深受啟發。不過，我們可以做的還有很多。香港需要改

變。香港需要我們每一位努力不懈，繼續啟發和帶領更多的企業、機構和個人推動同志共融。」 

 

2016 度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得獎名單： 

公司獎項 

1. 最佳同志網絡 

 高盛同志友善網絡 

 

2. 最佳同志共融公司項目（由紐約梅隆銀行贊助） 

  “Role Models” －摩根士丹利 

 

3. 最佳同志共融中小企（由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贊助） 

 天鶴創意媒體公司 

 

個人獎項 

4. 傑出同志盟友（由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贊助） 

 Julie Shirley, Managing Director, APAC Division, Operations Department, 

Credit Suisse 

 

5. 卓越公司發起人（由摩根大通贊助） 

 歐智樂 (Justin D'Agostino)－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全球業務主管（爭議解決部）、

暨 區域管理合夥人（亞洲及澳大利亞）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events/2016/160517_HKLGBTA2016_Gala_Dinner.htm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hklgbtindex/2016_Awards/Judging%20Pan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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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傑出同志共融大使 （由美國道富贊助）-聯合得獎者 

 祈思智 (Jack Guest)－滙豐銀行多元共融經理 

 蔡家聰 (Paul Choi)－高盛人力資源管理執行董事 

 

7. 傑出同志共融青年大獎 （由美銀美林贊助） 

 勞保儀 (Iris Lo) 

 

8. 傑出跨性別共融大使 (由滙豐銀行贊助) 

 温澤仁 (Kaspar Wan)－性別空間創辦人 

 

社區獎項 

9. 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倡議 (個人/ 機構) 

 平等機會委員會 及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 

 

10. 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社區項目 (由高盛贊助) 

 一點粉紅 (Pink Dot)－大愛同盟 及 粉紅同盟 

 

11. 最佳同志共融活動市場推廣 

 菊花查－關懷愛滋 

 

有關 2016年度 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得獎者詳情，請瀏覽：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hklgbtindex/2016_Awards/Award_Winners_2016.html  
 

- 完 - 

 

傳媒查詢: 

曾敏琪 (Joy Tsang)  

社商賢匯傳播及推廣主管  

+852-2201-1818; +852-9486-4364 
joy.tsang@communitybusiness.org  
 

郭漩 (Ashley Kwok) 

社商賢匯傳播推廣主任 

+852-2201-1822; +852-6611-4344; 
ashley.kwok@communitybusiness.org 

社商賢匯簡介 

社商賢匯是一家非牟利機構（香港慈善機構編號：91/6560），其使命是領導、啟發及支持商 界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發揮企業對人群和社區的正面影響。社商賢匯的工作包括進行調查研究， 建立聯繫網絡，

籌辦活動，主導社會運動和提供顧問諮詢及培訓，在亞洲有關企業責任議題上 建立了領導思想的地位。  

 

社商賢匯倡議責任營商，其工作主要覆蓋五個範疇：  

• 支持及建設本地社群  

• 改善職場不平等情況  

• 確保員工健康快樂  

• 促進社會多元共融  

• 培育「責任營商」領導思維  

 

社商賢匯於 2003 年成立，扎根香港，並於印度及英國設有服務點，支援亞洲區不同規模和行業 的公司，

匯聚企業力量，推動社會進步。詳情請瀏覽 www.community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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