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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名單

主席
高永文醫生，B.B.S.，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成員
陳家亮教授，J.P.
鄭慕智博士，G.B.M.，G.B.S.，J.P.
張仁良教授，B.B.S.，J.P.
何沛謙先生，S.B.S.，J.P.
林煥光先生，G.B.S.，J.P.
梁卓偉教授，G.B.S.，J.P.
梁高美懿女士，S.B.S.，J.P.
李國棟醫生，S.B.S.，J.P.
梁憲孫教授，S.B.S.，J.P.
麥列菲菲教授，G.B.S.，J.P.
彭耀佳先生，G.B.S.，J.P.
蔡永忠先生，J.P.
葉健雄教授，J.P.
葉永堂先生
陳志輝教授，S.B.S.，J.P.
(代表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劉允怡教授，S.B.S.
(代表香港醫務委員會)
李健民醫生
(代表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李子芬教授，J.P.
(代表香港護士管理局)
梁栢賢醫生，J.P.
(代表醫院管理局)
左偉國醫生，S.B.S.，J.P.
(代表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官方成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或代表)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或代表)
衞生署署長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海外成員
Prof. Sir Cyril Chantler
Prof. Desmond Francis Gorman

已退休或辭任的成員
陳章明教授，S.B.S.，J.P.
張炳良教授，G.B.S.，J.P. 
霍泰輝教授，S.B.S.，J.P.
李心平教授
Prof.Harvey V Fineberg（海外成員）

悼念
督導委員會成員劉國輝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四
月不幸離世，督導委員會深感難過和惋惜。
劉先生生前積極參與督導委員會的會議，為
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的建議提出很多寶
貴意見。督導委員會主席及全體成員謹此向
劉先生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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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統籌委員會名單

主席
聶德權先生，J.P.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成員
鄭慕智博士，G.B.M.，G.B.S.，J.P.
張仁良教授，B.B.S.，J.P.
何沛謙先生，S.B.S.，J.P.
林煥光先生，G.B.S.，J.P.
蔡永忠先生，J.P.
梁栢賢醫生，J.P.

醫療小組名單

主席
林煥光先生，G.B.S.，J.P.

替任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成員
周浩鼎議員
林志釉先生
林奮強先生，B.B.S.
林本利博士
沈茂輝先生
施榮恆先生，B.B.S.
黃帆風先生，B.B.S.，M.H.
鄔滿海先生，G.B.S.
邱浩波先生，S.B.S.，M.H.，J.P.
容永祺博士，S.B.S.，M.H.，J.P.
陳家亮教授，J.P.
(代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陳沛然議員
(代表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陳德茂教授
(代表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張漢明醫生
(代表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
張偉麟醫生，J.P.
(代表醫院管理局)

官方成員
衞生署署長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已退休或辭任的成員
陳章明教授，S.B.S.，J.P.
張炳良教授，G.B.S.，J.P. 

江明熙醫生
(代表香港醫療專業人士協會)
李國棟醫生，S.B.S.，J.P.
(代表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鄧惠瓊教授，S.B.S.，J.P.
(代表香港醫務委員會)
謝鴻興醫生，J.P.
(代表香港醫學會)
楊超發醫生
(代表香港西醫工會)
翁維雄醫生，M.H.
(代表香港私家醫院聯會)

官方成員
衞生署署長 (或代表)

已退休或辭任的成員
張炳良教授，G.B.S.，J.P.

悼念
醫療小組成員張德喜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不幸離世，小組主席及全體成員深感難過和
惋惜。謹此向張先生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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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小組名單

主席
蔡永忠先生，J.P.

替任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成員
陳志育先生
陳祖楹女士
陳文綺慧女士，B.B.S.
蔡海偉先生
彭淑賢女士

護士及助產士小組名單

主席
張仁良教授，B.B.S.，J.P.

替任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成員
鄭麗玲女士
張滿華博士
蔡黃玲玲女士，M.H.
梁昌明博士，M.H.，J.P.
龐維仁先生
蘇偉文教授，B.B.S.，J.P.
曾建平先生
楊銘澧博士
鄭逸龍先生
(代表香港護士協會)
侯慧莉女士
(代表香港助產士管理局)
顧慧賢女士
(代表香港護理學院)
郭彩鳳女士
(代表香港政府華員會護士分會)
李子芬教授，J.P.
(代表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李燕瓊博士
(代表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學系)

張順彬教授
(代表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李健民醫生
(代表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李烱康醫生，B.B.S.，J.P.
(代表香港牙科醫學院)
梁世民醫生，B.B.S.，J.P.
(代表香港牙醫學會)

官方成員
衞生署署長 (或代表)

林崇綏博士
(代表香港護理專科學院)
麥國風先生
(代表香港精神健康護理學院)
麥艷華博士
(代表香港護理教育學會)
吳惠英女士
(代表香港助產士會)
潘恩榮先生
(代表醫院管理局)
蘇肖娟女士
(代表香港護士總工會)
羅鳳儀教授
(代表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曾日坤博士
(代表香港護士管理局)
黃金月教授
(代表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
楊煒中先生
(代表香港政府華員會登記護士分會)

官方成員
衞生署署長 (或代表)

已退休或辭任的成員
劉燕卿女士
伍嘉樺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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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醫小組名單

主席
鄭慕智博士，G.B.M.，G.B.S.，J.P.

替任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成員
鄭錦鐘博士，B.B.S.，M.H.，J.P.
江炎輝醫生，M.H.
李兆紅女士
崔偉恒先生
葉振都先生，B.B.S.，M.H.，J.P.
陳文瀚中醫師
(代表香港中華中醫學會)
陳永光中醫師，M.H.
(代表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許麗冰中醫師
(代表香港中醫師公會)
姜元安教授
(代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林兆榮博士，J.P.
(代表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羅道邦中醫師
(代表中華中醫師公會)
李煥昌中醫師
(代表九龍中醫師公會)

盧鼎儒中醫師
(代表國際中醫中藥總會)
呂愛平教授
(代表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謝文賢中醫師
(代表僑港中醫師公會)
王瑞中醫師，M.H.
(代表香港針灸醫師學會)
黃永浩中醫師
(代表港九中醫師公會)
楊卓明中醫師
(代表香港中醫骨傷學會)
楊少蓮中醫師
(代表香港表列中醫協會)
俞明珠中醫師
(代表香港中醫學會)
俞煥彬中醫師，M.H.
(代表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張樟進博士
(代表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謝達之博士
(代表醫院管理局)

官方成員
衞生署署長 (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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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師小組名單

主席
何沛謙先生，S.B.S.，J.P.

替任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成員
陳麟書先生
劉恩沛女士
李愛清女士
吳守基先生，S.B.S.，M.H，J.P.
鄭綺雯女士
(代表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
鄭陳佩華女士
(代表香港藥學會)

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小組名單

前任主席
陳章明教授，S.B.S.，J.P.

替任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處長

成員
鄭麗玲女士
蔡惠琴女士，J.P.
葉傲冬先生
林正財醫生，B.B.S.，J.P.
潘國範先生
葉健民博士
陳顯強脊醫
(代表香港脊醫學會)
陳黃怡女士
(代表香港物理治療師協會)
陳恩賜先生
(代表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鄭茘英博士
(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鄭偉澤教授
(代表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

崔俊明先生
(代表香港醫院葯劑師學會)
李詩詠女士
(代表醫院管理局)
梁栢行博士
(代表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糸)
鄺耀深先生
(代表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姚凱詩教授
(代表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

官方成員
衞生署署長 (或代表)

朱君璞脊醫
(代表香港執業脊醫協會)
鍾慧儀女士
(代表醫院管理局)
杜志偉博士
(代表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視光師管理委員會)
方恆脊醫
(代表香港專業脊醫學會)
顧惠芬女士
(代表香港醫務化驗師協會)
郭志濂先生
(代表香港醫務化驗學會有限公司)
黎偉健先生
(代表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林小燕教授
(代表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
林達賢醫生
(代表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林葉展美脊醫
(代表香港脊醫管理局)
羅桂娓女士
(代表香港眼科視光師學會)
梁杏媚博士
(代表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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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少梅女士
(代表醫事生化科學學會香港分會)
李偉振先生
(代表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
劉康龍先生
(代表香港放射治療師協會)
吳鳳亮博士
(代表輔助醫療業管理局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潘綺紅女士
(代表香港物理治療學會有限公司)
蕭永碧女士
(代表輔助醫療業管理局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
曾嘉樂女士
(代表香港政府華員會醫務化驗員及化驗師分會)
黃柏良先生
(代表香港放射學技師會)
王鳳恩脊醫
(代表中港澳脊醫學會)
王鼎熙先生
(代表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嚴國斌先生
(代表香港光學會)
葉社平教授
(代表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

官方成員
衞生署署長 (或代表)

已退休或辭任的成員
陳章明教授，B.B.S.，J.P.
伍嘉樺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