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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商賢匯公佈 2018 年第四屆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入圍名單 
 

香港，2018年4月12日- 

致力推廣社會企業責任及多元共融的的非牟利機構社商賢匯今日公佈2018年香港同志共

融大獎入圍名單。各獎項得獎者將於5月15日假唯港薈酒店舉行頒獎晚宴揭曉，特此慶祝

國際不再恐同日。 
 

「香港同志共融大獎」自2014年創立，為本港首個嘉許及慶祝同志共融的年度獎項。為擴

闊獎項吸引力及鼓勵更多人士提名，社商賢匯特意增設多個新獎項至12個，並就各提名項

目的策略性、前瞻性、影響力及持續性四個範疇進行考核。過往不論獎項候選人及得獎者

，獎項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宣傳個人或團體工作的重要平台。 
 

本年度12個獎項中特設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推廣大使。此獎項此獎項旨在表揚具影響力

並致力於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推廣同志共融的公眾人士。各個團體或個人均於 

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15日的提名期間提交提名，而社商賢匯並無參與作出任何提名。

所有提名圴由社商賢匯審核以確保提名符合獎項要求。公眾投票將於 4 月 13 日截止。 
 

社商賢匯行政總裁魏余雪奕女士表示：「今年我們很高興收到各個獎項大量且具質素的提

名，反映了團體和個人就同志共融的飛躍進步和決心。獎項候選人在促進同志平權方面超

越同儕的表現都讓我們感到表示十分讚嘆。我們很欣賞所有被提名者作出的成就，此外大

獎的出現有助香港邁向成為一個更開放、包容的城市而感到自豪。」 

以下為入圍名單： 

最佳同志網絡（由摩根大通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對同志共融有承擔並積極推廣共融的香港同志僱員網絡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瑞信 - LGBT+ Open Network Hong Kong 

• 滙豐 - HSBC Pride ASP 

• 野村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Nomura AEJ LGBT Network 

同志共融優秀新晉機構（由滙豐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於過去兩年開始推廣同志共融進程並有明顯成果的機構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貝萊德 

• 唯港薈 

• 畢馬威 

• 湯森路透 

跨性別共融大獎 

此獎項旨在表揚積極於工作及企業間推廣跨性別人士共融的機構或人士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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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 

•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 謝浩霖 

• 羅小風, 

香港大學女同志共融大獎 

此獎項旨在表揚積極於工作及企業之間推廣女同志共融的機構或人士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戚本乙, 活現香港 

• 陳詩琳, 滙豐 

• Les Peches 

同志共融啟迪同行大奬（由畢馬威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致力支持、鼓勵及啓發其他機構推廣同志共融的機構或人士。獎項特意期 

望表揚領導本港商界的機構／人士 

入圍名單（按公司英文名稱的首字母排序） 

• 貝萊德 

• 高盛 

• Marc Rubinstein, Asia Pacific Land Ltd., Hong Kong Gay and Lesbian Attorneys Network 

最佳同志共融活動市場推廣（由花旗銀行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包涵／推廣同志共融的市場推廣計劃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滙豐, 彩虹獅子 

• 嵐舒, #JustSayYes Campaign 

• 香港2022同樂運動會及奧美, 香港2022同樂運動會 

傑出同志共融大使（由摩根士丹利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於工作間以至香港社會積極推廣同志共融的同志僱員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Christian Tooley, 世邦魏理仕 

• 李亦豪,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 吳耀文, 富達國際 

• 賀柏圖, 湯森路透 

傑出同志盟友（由高盛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於工作間以至香港社會積極推廣同志共融的非同志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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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韋亞倫, 霍金路偉律師行 

• Donnell Green, 貝萊德 

• Sammi Cho, 紐約梅隆銀行有限公司 

• 溫淑玲, 摩根士丹利 

卓越公司發起人（由澳大利亞電信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於工作間以至香港社會積極推廣同志共融的企業高層主管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湯凱智, 花旗銀行 

• 杜禮安, 貝萊德 

• 齊平德,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 童張婉華, 野村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社區項目（由高盛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對香港同志共融作出重大貢獻的社區項目 

入圍名單（按社區組織英文名稱的首字母排序） 

• 香港2022同樂運動會 

• G點電視 

• 粉紅天 

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倡議（由宏利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就同志共融倡議修改政策及／或進行社區推廣的機構或人士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馬亞山, Gilt Chambers 

• 香港LGBT+銀行同業論壇組織 

• Peter Reading, 平等機會委員會 

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推廣大使（由唯港薈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具影響力並致力推廣同志共融的公眾人士（例如：立法會議員、演藝界人 

士、運動員、政府官員等） 

入圍名單（按字母排序） 

• 陳章明教授, 平等機會委員會 

• Dr. Brenda R. Alegre, 香港大學 

• 梁兆輝, 大愛同盟 

• 韋智達, 韋智達律師行 

• 羅小風, 香港大學 

 

有關入圍名單的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18-hong-kong-lgbt-inclusion- 

awards-fi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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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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獎項贊助商  

的一名高級行政人員，及兩位社商賢匯的代表組成。各獎項最終得獎者將於香港同志  

共融頒獎晚宴揭曉，與在場超過 300 

名嘉賓一同慶賀各方對同志共融付出的努力。為紀念國際不再恐同日，社商賢匯鼓勵

出席者當日在商務正裝上配以彩虹色點綴。業界  對頒獎晚宴反應熾熱，門票將近售罄 

。 

有關 2018 香港同志共融指數、大獎詳情、及頒獎晚宴門票，請瀏覽：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18-hong-kong-lgbt-inclusion- 

awards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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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育「責任營商」領導思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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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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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聯絡 

高子盈(Delorian Ko)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s Associate 

Tel: +852 2152-1889 +852 2201-1822 (Direct) 

Email: delorian.ko@community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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