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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即時發佈】 

 

社商賢匯公佈 2019 年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入圍名單 

 

香港，2019年 3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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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入圍名單。為紀念國際不再恐同日，各獎項得獎者及2019年香

港最佳同志共融僱主將於5月14日假唯港薈酒店舉行頒獎晚宴揭曉。 

 

「香港同志共融指數」自2015年起隔年發佈，用以評估公司為同志僱員創造共融工作間而推 

行的政策及實例，為亞洲首創的相關基準指數。本年度有61 間來自金融、酒店服務業、科

技、法律、傳媒及地產商等不同界别的跨國企業及本地中小企參與評估。此外，社商賢匯亦於

同年設立同志共融大獎，按年表揚各方在推動本港職場和社區的同志平權和共融的工作，並為

入圍及得獎者提供一個重要平台宣揚他們在同志共融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所有提名項目已就

策略性、前瞻性、影響力及持續性四個範疇進行考核。 

 

社商賢匯行政總裁魏余雪奕女士表示：「今年各個界别的獎項入圍者均表現出眾，他們對同志

平權的堅定承諾反映了該議題對制訂企業多元化政策越來越重要。縱使香港在同志平權工作上

還有漫漫長路，但我們十分高興能夠見證及表揚各方的努力成果。我祝願所有入圍者好運，非

常期待5月舉行的頒獎典禮。」  

 

以下為各獎項入圍名單：  

1. 最佳同志網絡（由滙豐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積極推動同志共融及極力聯繫同志僱員的僱員網絡。  

候選人資格: 本港任何同志僱員網絡 

 

入圍名單（按公司英文名稱的首字母排序）  

• 瑞信 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GBT+ Open Network  

• 摩根大通 PRIDE HK  

• 摩根士丹利 Asia Pride and A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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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卓越公司發起人（由野村國際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香港公司發起人或高級行政人員利用他 / 她的影響力於公司內部及 / 或外部

推動同志共融。 

候選人資格: 於香港工作的企業高層主管(非多元共融相關職位) 

  

入圍者（按英文名稱的首字母排序）  

• Peter Picton-Phillipps, 安永 

• 石明杰,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 Sanjeev Chatrath, Global Business Executive 
 

3． 傑出同志共融大使（由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積極及有效地於公司推動同志共融文化的香港同志僱員。  

候選人資格: 於香港工作的同志僱員（所有職級） 

 

入圍者（按英文名稱的首字母排序） 

• 吳耀文, 富達國際  

• 林智偉,高盛 

• 賀柏圖, 湯森路透 

 

 
4. 傑出同志盟友（由摩根士丹利贊助）  

此獎項旨在表揚極力支持及積極有效地於公司推動同志共融文化但並無同志身分的人士。  

候選人資格: 於香港工作及自我定義為非同志的僱員(所有職級及非多元共融相關職位) 

 

入圍者（按英文名稱的首字母排序）  

• Byron Phillips, 霍金路偉律師事務所 

• Imaan Bhatia, 滙豐  

• Marta Bezoari, 品浩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 Sudesh Thevasenabathy,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 
 

5． 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社區項目（由高盛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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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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資格: 由香港非牟利組織領導的社區項目 

 

入圍名單（按社區組織英文名稱的首字母排序） 

• 女人就是女人,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 

• 活出真我, 基恩之家 

• 亞太區彩虹家庭論壇, Planet Ally 

 

有關入圍名單的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19-hong-kong-lgbt-inclusion-

awards-finalists 

 

各獎項均設有一個評審團，各評審團由一位學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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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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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香港同志共融指數、大獎詳情、及頒獎晚宴門票，請瀏覽：

bit.ly/LGBTx2019IndexAwa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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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使命主要包含四大範疇：  

 

• 培育「責任營商」領導思維  

• 改善職場不平等情況  

• 確保員工健康快樂  

https://zh-hk.facebook.com/LGBTIQProud/
https://zh-hk.facebook.com/LGBTIQProud/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19-hong-kong-lgbt-inclusion-awards-finalists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19-hong-kong-lgbt-inclusion-awards-finalists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19-hong-kong-lgbt-inclusion-awards-judging-panel
bit.ly/LGBTx2019Index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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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of 4 

 

 

Community Business Limited  社商賢匯有限公司 
21/F, Hing Lung Commercial Building, 68 Bonham Strand, Sheung Wan, Hong Kong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68 號興隆商業大廈 21 樓 

Tel 電話 : 852 2152 1889  │  www.communitybusiness.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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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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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