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專題

熱烈恭賀香港印刷業商會梁兆賢會長
獲職業訓練局頒授榮譽院士榮銜
香港印刷業商會會長、中
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梁兆賢
先生獲職業訓練局（下稱：
VTC）頒授榮譽院士榮銜，
表揚他對推動職業專才教育
以及社會發展的卓越貢獻，
實在可喜可賀！繼 2009 年
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獲頒授
這 個 VTC 最 高 榮 譽 之 後，
▓ 梁兆賢先生獲署
理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鍾偉強博士 , JP
頒授職業訓練局榮
譽院士榮銜。

2020 年梁兆賢會長獲此殊
榮，實為商會、以至香港
印刷界的喜訊！

VTC 榮譽院士皆為業界翹楚 建樹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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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6 日， VTC 舉行榮譽院士頒授典

VTC 主席戴澤棠先生感謝各榮譽院士對推動職

禮。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先生早前為典禮

專教育的發展不遺餘力。他認為要成功推動應

預錄致辭，他讚揚獲頒 VTC 榮譽院士的業界翹

用教育，政府及業界的支持非常關鍵。他表示：

楚，建樹良多，熱心貢獻自己的專業識見，擔

「 應用教育在全球持續發展，與傳統教育並駕齊

當教育界和業界之間的橋樑，在課程設計與發

驅。VTC 的課程強調職學雙軌，既要學生動腦，

展提供寶貴意見，亦於多方面支援學生發展，

也要他們動手，與行業及社會發展接軌。」他又

包括為他們提供實習及就業機會。他表示：
「業

提及剛啟用的 VTC 企業共創中心和 IoT 物聯網

界翹楚多年來貢獻社會，推動專業教育培訓發

創新科技中心，為學生提供平台參與業界項目。

展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他希望 VTC 能與各界深化協作，一同推動應用
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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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先生讚揚各
VTC 榮譽院士多年來貢獻社會，推動
專業教育培訓發展，令人敬佩。

▓ VTC 主席戴
澤棠先生感謝榮
譽院士為推動職
專教育的發展不
遺餘力，期望與
業 界 繼 續 携 手，
培育專才。

頒授典禮上，署理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鍾偉強博士
向六位業界翹楚頒授 VTC 榮譽院士榮銜：
梁兆賢先生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陳嘉賢教授

德國寶電商貿易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The Sparkle Collection 創辦人暨長衫設計師

郭錫志先生

上海商業銀行 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

伍又宜博士測量師

貝鐳華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及創辦人

孫啟烈教授

建樂士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

楊志雄先生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 今年共有六位業界翹楚獲得 VTC 榮譽院士
殊榮，在典禮上與主要嘉賓合照留念。
「 UPM 麗印 ® 雅光銅版紙 」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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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兆賢先生推動行業現代化
重視創新與承傳
梁兆賢先生投身印刷及出版界逾 35 年，積極支

1983 年畢業於 VTC 的梁兆賢先生，多年來抽

持業界應用電子科技，推動現代化發展。他於

空為學弟學妹擔任師友輔導，分享媒體及印刷

2008 年獲委任為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

業界的經驗，並於 2007 年獲頒 VTC 傑出校友

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肩負重任，戮力拓展公司

獎項。VTC 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籌辦

及其附屬機構在本港、大中華區以至海外的業

多項工作和活動，如工作實習計劃、世界技能

務發展。他目前是香港印刷業商會會長及印刷

大賽香港代表選拔賽、VTC 35 周年感謝宴等，

媒體專業人員協會（IPP）榮譽會長。

都得到他的慷慨支持。過往十年，他協力募集
贊助及獎學金捐款予 VTC；2009 年至 2016 年

梁兆賢先生熱心參與公職，現任香港特區政府

出任 VTC 印刷媒體及出版業訓練委員會委員，

教育局印刷及出版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

更於 2017 年獲委任為該會主席。梁兆賢先生對

及深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亦在香港中

行業的真知灼見，為 HKDI 與卓越培訓發展中

華廠商聯合會中擔任要職，包括第 41 屆會董會

心（印刷業）的課程發展提供寶貴的參考。■

常務會董、兩岸四地經貿委員會主席，以及公
關委員會、教育及人力資源委員會、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的委員。

▓ 梁兆賢先生獲頒榮譽院士榮銜實至名歸。

香港印刷第
█
期

138

010
香港印刷業商會

▓ VTC 尤曾家麗執行幹事（左二）
、香港印刷業
商會何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右一）和趙國柱永遠
榮譽會長（左一）上前道賀。何家鏗永遠榮譽會
長也曾於 2009 年獲得 VTC 榮譽院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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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友好出席典禮慶賀梁兆賢先生。

「 UPM 麗印 ® 雅光銅版紙 」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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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工作表現卓越
熱心公職回饋社會

▓ 梁兆賢先生為聯合出版集團董事
副總裁，2018 年集團 30 周年的酒會
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右七）擔任主禮嘉賓，一眾
集團高層上台祝酒慶賀。

▓ 中華商務創立至今已 40 載，梁兆
賢先生於 2020 年 1 月公司慶祝成立
40 周年暨新春聯歡晚會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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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
有限公司 CEO 梁兆賢先生於
2020 年 1 月為其屬下的深圳前
海思佳智能有限公司主持揭牌
儀式。該公司主營 IT 和物聯
網業務，以互聯網技術為客戶
提供創新方案。

▓ 梁兆賢先生於 2007 年獲
得 VTC 傑出校友獎，由邱
霜梅執行幹事頒發獎座。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gsm

▓ 梁兆賢先生於 2007 年加入香港印
刷業商會理監事會，於 2019 年獲選
為會長，在就職典禮上代表新一屆
理監事會從香港特別行政區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手上接過委任狀。

▓ 由香港印刷商會主辦、香港
知專設計學院及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李惠利）合辦的「 印出個
未來 」廣東省實習交流計劃為
大專生提供國內工作和體驗的機
會。梁兆賢先生與商會理監事、
王麗蓮院長（前排左五）及院校
高層、實習企業代表和參與此
計劃的學生出席總結分享會。梁
兆賢先生除頒發獎學金外，也給
予學生勉勵和支持。

▲ 梁兆賢先生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中擔任
多個要職，例如以該會兩岸四地經貿委員會主
席身份，於 2018 年拜訪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
工會，又於 2019 年到澳門出席「 第十四屆海
峽兩岸和香港、澳門經貿合作研討會 」
。

▓ 作為深圳外商投資
協會副會長，梁兆賢先
生出席 2019 中外企業
家中秋聯誼會。

「 UPM 麗印 ® 雅光銅版紙 」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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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2 年起，梁兆賢先生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委
任為資歷架構的印刷及出版
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
在任內領導諮委會為行業的
主要職能範疇制訂能力標準、
推動過往資歷認可、發展職
業資歷階梯，並鼓勵終身學
習，提高行業競爭力。2019
年，諮委會舉辦了「 印刷及
出版業職業資歷階梯業界諮
詢暨 QF 推廣日 」
。

▓ VTC 印刷媒體及出版業訓練委
員會就行業的人力供求及培訓發展
需要提供寶貴意見。梁兆賢先生
先後於這委員會服務近 10 年，自
2017 年起更出任主席至今。他於
2020 年 5 月出席職業專才教育國
際 研 討 會， 與 VTC 戴 澤 棠 主 席
（右三）
、尤曾家麗執行幹事（右二）
等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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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兆賢先生現為印刷
媒體專業人員協會榮譽
會長。他過去擔任會長
期間，曾舉辦不同活動
促進觀摩交流，例如組
織東莞考察團參觀港資
印刷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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