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左起

前排：葉國謙議員、羅義坤太平紳士（行政總監）、 張震遠議員（主席）、吳水麗太平紳士、吳家鎚博士

中排：許焯權教授、林濬太平紳士、涂謹申議員、譚贛蘭太平紳士、陳甘美華太平紳士、陳淑莊議員、

何佩然教授、譚小瑩太平紳士（執行董事）、 廖宜康先生

後排：麥萃才博士、陳顯滬先生、簡兆麟先生、黃以謙醫生、林志良先生（執行董事）、楊志超先生、

黃國健議員、陳家樂太平紳士

不在團體相內的成員 : 杜彼得先生、梁焯輝太平紳士、區載佳太平紳士

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成員及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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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及簡歷

張震遠議員, GBS, JP

羅義坤先生, JP

林志良先生

譚小瑩女士, JP

陳顯滬先生

陳家樂先生, SBS, JP

陳淑莊議員

何佩然教授

許焯權教授

葉國謙議員, GBS, JP

簡兆麟先生

林 濬先生, BBS, JP

廖宜康先生

麥萃才博士 (任期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起)

吳家鎚博士

吳水麗先生, BBS, MBE, JP

潘展鴻先生, JP (任期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涂謹申議員

杜彼得先生

黃國健議員, BBS

黃以謙醫生

楊志超先生

區載佳先生, JP  屋宇署署長

陳甘美華女士, JP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譚贛蘭女士, JP 地政總署署長

梁焯輝先生, JP 規劃署署長

主席：

行政總監：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 非官方成員 )

非執行董事：

 ( 官方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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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張震遠議員, GBS, JP

張震遠先生為香港商品交易所主席，於二零零一年起出

任市區重建局董事會成員，並於二零零七年起出任市建

局董事會主席。張先生現為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薪酬趨勢

調查委員會替任主席，以及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

務委員會委員。此外，張先生亦為 UC RUSAL（俄鋁）

的董事會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先生曾任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

並曾自麥肯錫公司暫調出任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

顧問，亦曾任麥肯錫公司之美國及亞洲區顧問。

張先生擁有塞薩斯大學數學及電腦科技的一級榮譽學

士學位，以及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行政總監

羅義坤先生, JP

羅義坤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起獲委任為市區重

建局的行政總監，同時出任董事會副主席。他於二零

零五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八年二月期間為該局執行董

事。羅先生是香港會計師，亦是特許秘書。他是香港

會計師公會的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諮詢

委員會委員、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成員、市區更新基

金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以及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會

長及董事。

羅先生於四大會計師行之一接受專業培訓，並於一九

七七年獲得會計師專業資格。羅先生曾於前證券監察

委員會及兩間國際船務公司工作，其後於一九八三年

加入一間屬香港恒生指數主要成份股的上市集團。

在加入市建局之前，羅先生曾於多個行業（包括地產

投資及發展）負責多個範疇的工作，當中涵蓋企業及

營運管理、策略及業務規劃、財務及行政、企業事

務、投資者關係、法定及內部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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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及簡歷

非執行董事 ( 非官方成員 )

陳顯滬先生

陳顯滬先生於一九九二年加入地鐵公司，出任總經理-

物業發展，負責發展地鐵站與車廠上蓋和毗鄰的物業

項目。他領導一個由不同專業界別組成的經理團隊，

負責大型物業發展的規劃及招標工作，陳先生亦參與

這些發展項目的推廣、銷售及租賃工作。陳先生於二

零一一年獲委任為該公司的總經理-廣東省物業發展。

在加入地鐵公司之前，陳先生曾出任地政總署首長

級職位。陳先生於一九七六年取得香港特許測量師資

格，並由二零零四年開始成為中國房地產估價師學會

個人會員。陳先生現時亦為香港房屋協會委員和香港

救世軍物業顧問小組委員。

陳家樂先生, SBS, JP

陳家樂律師執業近三十年，是鄒陳律師行及蘇龍律師

事務所的顧問律師，亦是中國委托公證人。

陳律師曾出任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委員達十年（至

二零零六年三月止），並曾分別擔任房委會轄下居者

有其屋小組委員會、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及產業分拆

出售督導小組（領匯）主席。現時，陳律師是香港房

屋協會執行委員會、建築物上訴審裁小組及教育統籌

委員會成員。

在社會服務方面，陳律師是香港青年協會及樂施會之

董事，亦是數間機構的名譽法律顧問。

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是現任立法會議員（港島區），同時身兼市

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局成

員及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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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佩然教授

何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致力從事社會及

經濟史研究。曾出任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研究顧

問，出版多種有關香港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書，

近年專注近代香港都市化問題。

何教授也是法國棕櫚教育騎士、香港中文大學梁保全

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逸夫書院李和聲香港

歷史資源中心主任及逸夫書院校董會成員；古物諮詢

委員會成員；勞工及福利局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

金顧問委員會成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

問及歷史博物館諮詢委員會成員；立法會圖書館專家

顧問；以及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杜蓬客座教授。

許焯權教授

許焯權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外務及總

務）、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文化管理學士課程主

任、文化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善衡書院舍監及

院務委員、人文學科研究所副所長、台灣研究中心主

任、中國科技大學（台灣）兼任講座教授。許教授獲

美國康乃爾大學建築學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碩士及

博士學位，曾任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許教授現為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委員、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創意智

優計劃評審；曾任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增補委

員、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許教授為香港古物諮詢委

員會及策略發展委員會前成員。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國謙先生為現任立法會議員（區議會功能界別）、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立

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黨團召集人、中西

區區議員（觀龍選區）及漢華教育機構副主席。葉先

生亦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委員、香港大學校董會成員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葉先生分別於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擔任香港立法局

議員，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

二零零零至二零零四年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員（區議會功能界別），而一九九二至二零零三年歷

任中西區區議會民選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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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及簡歷

簡兆麟先生

簡兆麟先生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合伙人及行政總裁，亦

為古物諮詢委員會、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受託人委員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調查委員會調查小組成員，以及

市區更新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簡先生曾任華人

廟宇委員會成員、龍傳基金董事、稅務局稅務上訴委

員會成員及香港浸會大學諮議會成員。

二零零零年，簡先生參與成立的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

市，簡先生亦出任該公司的執行董事至二零零四年；

另外，亦為本港兩家上市公司出任執行董事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近年，簡先生從事企業融資及私募基金業

務，之前，他在本港的銀行業工作超過二十年。

簡先生持有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文憑、英國 Henley 

Management College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亦為英國

特許管理學會資深會員及香港證監會註冊投資顧問。

林濬先生, BBS, JP

林濬先生為淩雋測量師行有限公司榮譽顧問。林先生

乃英國皇家特許建築測量師及香港建築物條例下之認

可人仕。此外，林先生亦為香港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

及前任會長（一九八六至八七年）。

林先生為英國仲裁學會資深會員（並成為其特許仲裁

員），亦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委員、香港仲裁司學會

前任主席（一九九七至二零零零年）及現為下列機構

仲裁員：北京仲裁委員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英國仲裁學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加拿大英

屬哥倫比亞省國際商務仲裁中心。

自二零零六年，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委任林先生

為榮譽教授。

廖宜康先生

廖宜康先生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及英國皇室學院伊

頓公學，擁有超過二十年建築設計、城市規劃及室內設

計經驗，廖先生曾領導多個獲獎的商業、住宅、酒店及

公共設施項目。他曾參與的建築設計項目分佈在北美，

歐洲及亞洲多個地方。於二零零二年成立廖宜康國際有

限公司前，曾任職於美國著名建築師樓 SOM, Moffat 

Kinoshita（副總裁）及香港王董國際有限公司（助理董

事經理）。

廖先生經常參與國際活動及大專院校的演講，亦曾擔

任美國康乃爾大學招募官及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客席考官，南華早報的建築專業代

言員，及於香港及其他中國地方的建築及規劃競賽擔

任評審員和專業顧問，包括尖沙咀露天廣場設計比賽

專業顧問、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周年獎項等比賽。

廖先生現擔任的公職包括南京大學名譽校董及香港高

爾夫球會建設委員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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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萃才博士

麥萃才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拓展總監，並為香港證券專業學會

會員。麥博士的研究興趣包括股票市場、財務策劃及

香港房地產市場，曾撰寫多本有關證券市場及投資的

作品，及發表投資領域的論文，並常就經濟及房屋問

題接受傳媒專訪，亦是新城財經台《財雄勢大》節目

客席主持及多份報章的專欄作家。

在專業及社會服務方面，麥博士現為香港證監會投資

者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學術評審諮詢委員會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界人力資源諮詢委員會委

員，香港金銀業貿易場註冊委員會委員及能源諮詢委

員會成員。

吳家鎚博士

吳家鎚博士於蘇格蘭阿伯丁大學取得土地經濟博士學

位，現為香港城市大學講師。吳博士一直研究公共行

政科目，對市區重建及房屋政策尤感興趣，其撰寫的

論文曾刊載於多份本地及國際刊物。吳博士亦曾擔任

顧問工作，現為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教育及培訓委員會

副主席、英國房屋經理學會會員、香港地產學會資深

會員，以及英國運輸物流學會資深院士。

吳水麗先生, BBS, MBE, JP

吳水麗先生現任中文大學兼任講師、香港社會工作人

員協會榮譽會長、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校監。吳先

生曾任國際社會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亞太區會長）和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等職務 。

吳先生曾任房屋委員會委員達十年，同時亦為資助房

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吳先生亦曾任城市規劃委員會委

員、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委

員、醫院管理局成員及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吳先生亦積極參與內地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發展工

作。

潘展鴻先生, JP

潘展鴻先生是香港高等法院執業律師、新加坡最高法

院大律師及律師、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委托

公証人、英國特許仲裁師學會會員及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認可調解員。潘先生擁有倫敦大學榮譽法律學士及

諾森比亞大學法律碩士學位。

潘先生現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委員，亦曾經

擔任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城

市規劃委員會委員及行政上訴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央

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是執業律師，亦是現任立法會議員、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以及油尖旺區區議員。涂議

員持有香港大學法學士學位。

涂議員是香港大學校董，亦是前土地發展公司管理局

成員（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一年），以及前深水埗區區議員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及油尖旺區區議員（一九九

九至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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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及簡歷

杜彼得先生

杜先生於地產發展及投資界工作超過三十年。他曾出

任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香港房屋委員會商業樓宇

小組委員會委員及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

委員，現時是麗悅酒店集團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

黃國健議員, BBS

黃國健先生為現任立法會議員（九龍東），同時亦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區代

表、香港工會聯合會副會長及物流及交通行業委員會

召集人。此外，黃國健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

委員會委員、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非執行董事、

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及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保

安及護衛業管理委員會委員。

在此之前，黃國健曾任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委員、中

央政策組社會凝聚力小組成員、「『十一．五』與香

港發展」經濟高峰會專家成員及職業訓練局海員訓練

委員會委員。

黃以謙醫生

黃以謙醫生是精神科專科醫生，現為私人執業醫生。

黃醫生畢業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醫學院，為英國皇

家精神科學院會員、及香港醫科專科學院院士（精神

科）。

自二零零零年，黃醫生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現任公

職包括九龍城民選區議員及香港醫學會會董。他亦曾

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醫學界）、安老事務委員會委

員、香港執業精神科醫生協會主席、城市規劃上訴委

員會委員、消費者委員會成員（曾任研究及測試小組

主席）、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委員及水質諮詢委

員會委員等。

楊志超先生

楊志超先生在英國雪費爾大學及建築聯盟學院修讀建

築。自一九九一年起，楊先生於香港從事住宅及商舖

的室內設計工作。

一九九六年，楊先生與合作夥伴創立「住好啲」，銷

售富東方色彩的現代傢俱、家品及品味配飾，大部分

產品由楊先生旗下的設計師原創。

楊先生曾任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諮詢委員會成員（二

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及設計專責小組成員（二零零二

年），並曾於二零零三年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藝術顧

問及資助申請評審員。現時，楊先生為藝穗會董事會成

員、香港藝術中心成員、香港設計大使成員、香港電台

節目顧問團成員、進念‧二十面體董事會成員、方便營商

諮詢委員會委員及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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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 ( 官方成員 )

區載佳先生, JP 屋宇署署長

區載佳先生是專業屋宇測量師，亦是香港測量師學會

資深會員、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及美國

防火工程師學會會員。區先生在香港理工學院畢業

後，於一九七四年加入香港政府工作，先後在當時的

建築物條例執行處、建築拓展署、屋宇地政署及屋宇

署擔任多個職位。區先生現職為屋宇署署長。他在建

築管制方面具三十多年經驗，在檢討及制定建築物的

設計及建造的法定標準方面經驗尤其豐富。區先生是

多份作業守則的主撰寫人，當中包括《2004年消防和

救援進出途徑守則》、《1996年提供火警逃生途徑守

則》、《1996年耐火結構守則》、《1995年樓宇的

總熱傳送值守則》及《1993年升降機及自動梯建築工

程守則》。

陳甘美華女士, JP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陳甘美華女士現職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女士

曾出任多個政策局、資源局及前線部門的首長職位。

陳女士曾任勞工處處長。她也曾擔任中央政策組副首

席顧問；該組就影響本港的所有重大事務，向政府最

高決策層提供意見。

譚贛蘭女士, JP 地政總署署長

譚贛蘭女士現職地政總署署長，同時亦為香港房屋委

員會委員、香港房屋協會監事會成員及城市規劃委員

會委員。

梁焯輝先生, JP 規劃署署長

梁焯輝先生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署長。梁

先生是香港註冊規劃師、香港規劃師學會資深會員、

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會員，並擁有中國註冊城市規劃師

資格。

梁先生是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成員、城規會都

會計劃小組委員會、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主

席、香港房屋協會監事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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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及簡歷

執行董事

林志良先生

林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獲委任為市建局的執行董

事。他是香港的註冊專業工程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

註冊土力工程師，亦是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由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林先生為香港顧問工程師協

會理事會成員。

林先生於一九七八年在一家頂尖的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完成培訓，成為特許工程師，之後曾於香港、英國及

澳洲的顧問公司及政府部門工作。

林先生的工作經驗涵蓋項目、運籌及人士管理的不同

層面，計有項目研究、設計、施行、營運、品質檢

定、策略、業務及資源規劃，當中包括基建工程、新

市鎮發展、樓宇及結構。

譚小瑩女士, JP

譚女士於二零零六年九月被委任為市區重建局的執行

董事。她在開展規劃事業時，曾在政府服務七年，於

一九九零年離任，然後成立規劃顧問公司。在其後十

六年，她積極參與多項私人和政府機構委托的規劃項

目及研究，工作範圍遍及香港及內地。譚女士熱心

公務，她是香港規劃師學會前會長（一九九五至九七

年），並以主席或會員的身份參與多個法定和諮詢委

員會，現在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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